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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电 改 变 生 活 ， 创 新 遇 见 未 来

中国光博会

CIOE官方应用 CIOE官方微信

第 21 届 中 国 国 际 光 电 博 览 会（CIOE 
2019）、全球光电大会（OGC 2019）开幕仪
式于 9 月 4 日上午在深圳会展中心六楼茉莉
厅隆重开幕，三百余名国内外光电专家、学者、
行业同仁共聚一堂，站在中国光博会下一个
二十年的重要节点，共同见证全球光电事业
的又一次盛大启航。

莅临开幕式现场的主要领导和嘉宾包括：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技
部原副部长曹健林，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立新，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主任、中国
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主任罗晖，原科技部高

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司长赵玉海，中国电
子商会会长王宁，中国科协原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冯长根，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理事长吴玲，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瑛，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王森，原总装综和计划部
部长阮朝阳少将，原总参陆航部副部长贾伟
建少将，原总装装备部副参谋长王曙明少将，
第二炮兵某部原副司令王连生少将，第二炮
兵后勤部原副部长杨本义少将，原总装备部
蔺芳忠少将，以及来自各级政府领导、专家
学者、光电协会、院校以及企业界代表和嘉
宾朋友们。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
技部原副部长曹健林在开幕致辞中以一个亲
眼见证中国光博会 20 年发展的业界领导与同
仁的身份，向所有来宾介绍了他眼中的这一
届中国光博会。曹部长表示，他已经十余次
亲临中国光博会现场，但每年都能看到新的
亮点。比如本届展会，曹部长感受有三，他
认为：

首先，展会整体规模还在继续增长、扩大，
这说明广大国内外光电厂商依然非常踊跃，
说明光电产业在继续发展，尽管在国际国内
大形势都不那么有利的情况下，特别是我国

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本届展会仍然
再次取得重大突破，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中
国的经济是一片大海，不是那么轻易能够被
颠覆。中国科技的发展也更是大海中的一艘
巨轮，一定会顶着风浪不断发展，不断壮大。

其次，曹部长认为每次展会上不仅吸纳
了几千家国内外知名厂商，还纷纷引来众多
国际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光电业界专家学者，
而且越来越多的学术活动和中国光博会同期
举行，学术活动是产业活动和科研活动的总
结，更对行业发展现状有深度的反映，曹部
长衷心希望展会更多地结合技术应用，举办

创纪录，CIOE 中国光博会首日火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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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国际一流的学术活动，吸引更多一
流的专家学者。

再次，曹部长表示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加入了光电科研和从业的行列，他认
为每年 CIOE 不仅是老同事老朋友们的聚会，
更要多为年轻人创造新的机会、机遇，为他
们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随着深圳的发展，
随着中国光电事业的发展，把 CIOE 举办成为
中国科技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更好更
发达的窗口。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主任、中国科协新
技术开发中心罗晖主任在致辞中表示，20 年
来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中国的消费电子规
模在全球的份额逐年攀升，光通讯、激光红

外技术、精密光学、半导体显示与照明、光
电传感等最新的光电技术不断发展，正在从
跟跑向并跑和部分领域的领跑转变，而中国
光博会见证了国内外光电技术 20 年来的飞速
发展，吸纳了国内外最先进的光电技术和最
前沿的成果，有效的帮助了国内外科研机构、
企业了解前沿的科技进展，中国光博会不仅
是深圳作为创新型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也
成为中国科技服务业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

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立新在致辞中
表示，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也是中
国最早实施改革开放、影响最大、建设最好
的经济特区，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创新
活力的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已经成为全

国的一面旗帜，这其中，光电产业在深圳市
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光电
领域的突破创新有利地推动了深圳科技产业
的飞速发展。历经 20 年的培育和发展，诞生
于深圳的中国光博会已发展成为全球光电领
域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专业品牌展会之一，
每年吸引数以万计来自全球各地的光电科研
机构和领先企业以及光电领域的资深专家和
学者参会，中国光博会已经成为展示深圳乃
至高科技实力和形象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王立新副市长同时提到，当前深圳正按照
中央部署，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建设，在此背景下，深圳将持续完善“基
础研究 + 技术攻关 + 成果产业化 + 科技金融”

“2019 全球光电产业技术大会”9 月 4
日上午在会展中心 6 楼茉莉厅盛大召开，本
次大会邀请了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IEEE 光
子学会主席 Chennupati Jagadish 以及香港
大学校长张翔等重量嘉宾做了精彩报告。

骆清铭校长的演讲报告《用于脑力学的全
脑定位系统》，摘录内容如下：

首先给大家介绍我们实验室过去 20 多年
在武汉所研发的一种新的定位技术，我们这里
有一个新的术语，叫做脑力学或者大脑空间的
信息学。在我开始之前给大家分享整个大脑神
经元的图像，这个图片里只有三个神经元，但
这个神经元是环绕着整个大脑的。为什么它那
么重要？因为它是从大脑特殊区域里出发，人
们相信这个区域是人的大脑意识产生的地方，
人们想更好的理解人类产生意识的机制究竟
是什么，想要更好的理解。

其实这一系列工作是通过另外一个研究院
对神经元进行标志的，在是比尔盖茨的脑科学
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开发了这个模型，而中国
的实验室用自己的技术取得了这些图像。

对单个神经元在整个前皮质区空间的分
布，整个大脑里都有分布，结构非常复杂。神
经元的网络看得非常清楚，在我们之前没有其
他的技术能够像这样来呈现。这方面是存在一
个挑战的，整个大脑里的神经元性质是什么样

之前就不得而知。为什么之前无法取得。大脑
的结构和功能都是非常复杂的，通常我们时间
和空间的信息可能有 10 个量级，它在不同的
时间、空间点都有不同的变化。大家也可以看
到这里面由此诞生了巨量的信息。所以为什么
我们这个新的名词叫大脑空间信息学。我们知
道大脑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这个空间结构甚
至有 10 个数量级的数据。大脑的结构就像这
个，不同的功能和神经元网络里不同的节点是
相关联的。就像我们这里有高速公路还有高速
网络等等，还有各种 4G，不同网络有不同的
功能产生。这个大脑中看起来也像是这样的。

给大家引入一个新的术语叫做脑空间信息
学，它指的是系统化的去绘制、展示、测量全
脑空间信息，而且有非常高的精确度，有全脑
的空间信息学，不同的神经元类型，它的神经
元网络还有结构等等，都可以揭晓。我们相信
这种脑空间信息学使得我们能够去解密不同
的大脑功能和大脑疾病。

但是要取得全脑的信息非常困难。我们去
追溯一个神经元的结构，单个神经元需要全脑
的数据集，需要非常连续而且高精度的，不仅
仅只是像素级的精确度。一个神经元在整个大
脑中追溯，必须要取得全脑的数据才可以。我
们需要配置所有这些数据。

比如每一次你去对具体功能的网络进行投

射，把所有信息和数据集集成在一起，有了这
些才能更好的去理解大脑的功能。

如果这样一个全脑定位系统，就像 GPS
一样能够被开发出来用，它是我们整个脑空间
信息学里最关键的技术。我们这种 BPS 的技
术具体指什么？有 BPS，我们可以取得解剖
结果，包括它的具体地位等等，还要取得心态
学、生理学、神经元网络、血管网络等等信息，
需要全脑范围内进行非常准确的定位信息，而
且需要单个神经元的精确度。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取得这种信息。
过去二十年中我们开发了这种技术，现在

可以把它称为全脑定位系统。
给大家再展示这样一些信息有多重要，在

美国他们有一个“大脑计划”，在这里他提
出了需要解决的九个关键技术，其中两个是
最深层大脑细胞的共识，他们希望把大脑细
胞进行分类，需要打造大脑整个结构的地图。
在 2017 年他们发动了这样一个项目，叫做
BRAIN（大脑计划细胞共识）。有大概 11 个
项目，有 2 个涵盖了得到神经元全脑定位的。
我们和其中两个研究院一起，哈佛和微软研究
院。在美国他们把这些大脑信息发射到中国，
用我们的技术来帮他们获取这些信息。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用这样一个系统？这里
展示了我们的不同。MRI 可以很快取得全脑
结果，但分辨率有限。有 MRI 只能每次得到
四五千神经元没有全部的，但 EM 分辨率很高，
这种技术需要耗费很多人力，斯坦福大学的教
授发表了一个研究，一个微立方毫米也需要我
们研究 1 万人年的人力来做。对整个脑用这
种方式取得，那就更多人力了。传统方法只能
得到区域信息而不是全脑信息。

但在 2014 年，人们还是相信这样一个大
脑计划是需要光学技术。光学技术是我们要取
得全面技术的关键，所以我们才研究这方面。

我们这个系统已经开发了五代，第一代差
不多花了 8 年时间研发，这个系统被称为微
光学分层断层扫描，通过视频的方式，大脑
在 BRTP（音）这边，我们用一个伽玛刀一层
一层的切片，基本每次切下来只有一微米。
我们通过一微米的切片可以获得非常多信息，
然后再通过刀片的每一个切片信息获得一微

米大的切片信息。这是非常简单的信息，可以
用机械控制的方法来获得非常精准的一微米
切片的厚度。

这个方法因为注册是自动的，所以精准度
非常之高。我们可以获得整个全脑断层扫描数
据，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全脑扫描结果。大脑是
有非常多信息的。2014 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John O keefe 等人凭借该技术获得诺贝尔奖。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神经科学家只能看到神经
元，但不能获得全脑结构断层扫描图。

相比较于其他方法，MOST 技术有非常非
常高的分辨率，哪怕是数据，数据非常大。数
据量 8TB，我们在权威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很多论文引用了我们的文献，对我们的文献和
技术有很好的评价。我们也可以衡量它的血
管。很多方法。比如尼氏染色法。用了 MOST
可以通过尼氏染色法看到所有的动脉、静脉，
清晰度还是一微米，所以一像素一像素，一切
面一切面都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哪里是动脉哪
里是静脉，它效果非常好。

我们发布论文后，下载达到非常大的体量。
后来神经科学家问我们，能通过荧光标签的断
层扫描获得图片，能不能做更多东西，所以我
们用了 MOST 系统，让大家看到，有很多光
学系统。这项系统怎么跟荧光法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将光学和机械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我
们可以获得非常高清的结果，这是单个神经元
的图。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我们要解决全脑长
距离的投射神经元。这能看到 40 个长距离投
射神经元在大脑里。这是一个小鼠的大脑，可
以看到凸的投射距离大概 1 厘米长。这是第
一次长我们看到了长距离的神经元投射。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有高清度的神经元投
射还不够，能不能定位出这个神经元在哪里。
我们又花了三年时间研发了 fMOST。通过双
色 fMOST，可以找到定位神经元，它被称为
Landmarks。当大家想知道有多少神经元，
就会用 Landmarks，根据神经元密度或者神
经细胞密度，可以算出神经元的数量。用这个
方法可以获得神经元的数量、位置。

可以通过这个图像看到它的所在位置。如
果我们关注神经元所在的地方，可以获得周围
50 个神经元的绝对位置。在特别的区域，那

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光子技术助力脑空间信息学

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重大机遇，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
之都，他寄希望 CIOE 能够主动抓住这一重要
战略机遇，推动光电产业从科研到技术转化，
再到生产应用与城市更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努力将中国光博会打造成为更具号召力的国
际化品牌和专业化平台。

王立新副市长同时还宣布，位于深圳空港
新区的全球最大规模展馆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已经建成并即将启用，新展馆将为包括 CIOE
在内的一大批具有良好发展空间的展览会提
供更好的成长依托，希望全球光电同仁明年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再次相聚中国光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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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nupati Jagadish：大家好，非常高
兴来到这里，要感谢主办方到这里参加第 21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
产学研合作的平台，这对我们未来发展非常
重要。我主要是讲光电子应用的半导体纳米技
术，我在印度、中国一些机构都有职位，在以
下大学也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国这边也有很
多工作，这是第三次来到中国，11 月份我也
会去成都，我希望在这里发展我们这个行业。
IEEE 光电子方面吸收更多成员，特别是学生
和科学家，我都非常感兴趣。

为什么我们对纳米线感兴趣，为什么要讲
光电子的应用。像这样一个晶圆级的氮化苯
（音）还有 THz 调制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纳米线可以用于神经元的生成。比如大脑中大
脑结构功能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我们希望通
过这个纳米线去生长神经元，希望可以了解这
方面更多的知识。

光电子有一个重点，就是硅。相关行业说
要把它放到半导体里。需要有不同类型的半导
体。半导体有很多应用，这些是用很多氮化镓
等金属半导体。我有一个学生来自中国，去年
我看过他们的半导体封装工程，有非常不错的
进展。我们希望把光电子和硅基结合在一起，
用于纳米线。纳米线被认为是下一代光电子的
基础。

我们认为现在它的很多问题都不再成为问
题。但这个材料最新的特质又是什么，纳米线
又能够怎么应用它，它是不是能够以任何方式

生产，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缺陷。它和硅
结合放在半导体，可能纳米线就不在出现一
些问题。纳米线有不同的机制去生长，还有
不同结构可以让我们自由探讨。我们实验室
可以通过在砷化镓上用锑化镓、砷化铟等等，
或者用纳米膜。我们从纳米线转移到纳米膜，
所以用纳米线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在不
同程度可以用起来，可以实现多层结构构架。

怎么生产纳米线呢？两个东西可以使用：
VLS 和还有选择性区域外延。比如金的温度是
几千度的熔点，但一旦有铝，合金熔点降到
300-500 度左右。这是生产纳米线的好方法。

纳米线就在这边，它会有生长，纳米线的
直径是 50 纳米，它的结构是非常漂亮的，同
时，我们会用到一个方法，选择性区域外延。
这个不会用金属，而是用特别的二氧化硅的
成像分子，再进行蚀刻，有一个硅层，最后
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它可以借助气体，熔点
温度是 690-750。我们获得一个自动纳米的成
长，它是一个非常平均的纳米线的生长，看
你选择什么东西，最后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它的纳米线是非常漂亮的，而且两个技术
都可以用。最后结果不一样，一个是纳米线
的直径 50 纳米，一个纳米线直径是 200 纳米。

X 轴、Y 轴，X 轴 是 激 发 态 功 率 密 度，Y
轴是量子效率。进行一个比较，基本两者都
一样。这个系统差别并不大，表面差距也很少。
最后的外延层才是真正的区别所在。

再看一下砷化镓的纳米线。它的温度不

高，光谱表现也很棒，虽然纳米线很好，但
它的纳米线光学表现一般。它表面的缺陷是
个很大的问题。它会有表面活性的问题。表
面活性问题最后带来最后结果的差别。这对
于光电的应用不是好事情。

其实它的面积是非常高的。这种砷化镓纳
米线，它的非辐射性表面的重组，所以量子
效率比较低。这也是我们大家能期待到的。

比如我们有一个朋友来自一个协会，他们
就需要非常好质量、非常稳定但寿命短点没
事。这是大家需要用它的情况，但不要用它
用于激光，不然整个表面会有问题。

这个纳米线温度增加到 750 度，看一下
它有什么变化。在一个机器上除了砷化镓之
外还有外面一层砷化铝镓，它很容易氧化，
因为氧气容易跟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这是
它的结构。如果电子从外面进入，它可能会
实现电子的捕捉，从而获得结构非常稳定的
态势。这是纳米线成长出来的样子和切面。
这里有一个砷化镓的盖子，还有一个砷化铝
镓的壳，核心还是砷化镓。这里是一个载体
生命周期的增加，尤其是在 750 摄氏度时，
能实现外壳的增加，变厚。它的纳米线生命
周期就因为增加了砷化铝镓而变得更好。看
它的生命周期，蓝线比红线长。

再讲一下纳米项目。这里有一个惊讶，这
些纳米线会形成一个氧化锌晶格结构，所以
非常稳健的结构。我们不知道它最后有一个
怎么样的结果，但这种氧化锌晶格的结构是
非常好的。我们会用光学分谱仪和质谱议进
行衡量，最后获得这几个图片。我们可以看
一下它的基本性能，同时也看一下它在搀了
锌和没搀锌的情况下，立体结构，在氧的晶
格框架下有怎么样不同的变化。我们找哪个
纳米线有更好的性能，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
会用于特别快的应用场景。因为它更加稳定，
可以用在生命周期时间比较长的。这个生命
周期比较短，磷化铟。你要选择非常好的要求，
一定要找到自己需要的品格，才能找到最好
的生产技术。

深圳砷化镓纳米线激光，也是我一个学生
的公司所做的产品。我这里讲到光电子的特
性非常好。我不讲太多细节，给大家讲其中
一个例子。

砷化镓纳米线激光，我们做了很多模拟，
尤其是砷化镓纳米线的导引模式，它有 260

纳米砷化镓的导线实验。可以看到它的波长
变化，蓝色表示没什么反应，红色说明是比
较高的强度。右边 X 轴上是苯（音）的强度，
Y 轴上是输出的对数值，它非常好的阐述了光
苯砷化镓纳米线激光的好处。它在室温也可
以实现。

在这个案例中，不用做任何融合试验，将
这个做一个实验，它各个窄光谱和宽光谱试
验结果都是好的。这也是五年前发布的。这
些纳米线用在什么地方呢？它可以用在光波
长不超过 5 纳米的激光应用中。所以我的同
事他们是来自于斯坦福大学，他们用了纳米
级打印。首先讲激光连起来，再把它放在那边，
一共 6 步，这样可以找到纳米层的所在，可
以进行非常好的纳米级的打印。

再 说 THz 的 辐 射，1THz 大 概 300um。
这里可以用到电子方面，它有很多特性。比
如有很多辐射量，像很多人可以看到 THz 是
非常神奇的，比如它可以穿越金属，可以用
非离子化不离子化的特性可以进行更多应用。
比如也用于无线通信，从柜台下载信息等等，
同时也可以用到水里，很多东西的容量是多
少，浓度是多少，有很多很多应用。    

最后两个应用题目，第一个是应用于太阳
能的电池。另外一个话题，它可以用于大脑
修复。大脑里有 800 多亿个神经元，这里可
以看到这种神经元的网络是非常复杂的。如
果大脑发生损伤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打造
了这样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受到损害，可以
用到其中的一些功能，我们能怎样给它打个
补丁。比如有障碍的人能够怎样帮他们补正。
我们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不
止这方面，也想了解更多信息。我们了解得
更多才知道我们了解得很少，因为这方面的
机制非常复杂。神经元尽管中间有受损，但
整个路径还可以一直延续，还形成了非常不
错的网络。

这里可以看到，纳米线可以追溯神经元路
径，完美修复它，帮助它们生长，形成神经
元之前的连接。我们想对比的是在纳米线上
生长的神经元，它智能生长有哪些不一样。

我们认为这个纳米线给我们带来很多机
会，纳米层及光物质相互作用，而且可以开
发出新的激光、探测器、太阳能电池以及神
经网络的生长都可以用。

IEEE 光子学会主席 Chennupati Jagadish：
用于光电子应用的半导体纳米线

边的神经元也是不同的投射。有这个信息以
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定量的研究和分析，可
以让我们知道神经元这个处理信息的过程是
怎么样的，是非常方便科学的，这是我们第
一次提供了神经元的密度和单个神经元所在
的位置。

现在有第五代技术应用，第一代是 2010
年 MOST 系统，相比较相机而言，它是黑白
的，所以只能成像，只能用尼氏染色法，三
年后用了 fMOST，荧光试中 MOST 系统，通

过 fMOST 可以找到荧光试中可以标识的系统。
比如血管也可以成像。在 2016 年时，我们花
了 3 年时间做一个双色荧光试中 MOST 系统，
就是 dfMOST，可以看神经元数量密度和所在
的位置。现在又有一个新技术，所有的数据
还是有，可以将老鼠的大脑进行试中，可以
找到神经元的数量和密度还有地址等等。现
在可以小鼠，我们希望可以从小鼠跳到人脑。

现在我们希望获得更多信息，不仅是形
态。比如表现型、转录、组蛋白信息、解剖信息，

如果你想获得这个信息，标识方法非常重要。
1906 年有人获得诺贝尔奖，就因为它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技术，GFP 也获得诺贝尔奖，因
为获得分子导弹，也可以做标识。所以标识
是非常重要的。但其他的挑战也是存在的。
比如大数据的处理。一个下来就 8TP，如果
人大脑，就是 10TP。怎么可以实现大数据的
重新构造和分区呢？自动分层是非常关键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数据处理是多精确。昨
天我和华为的专家讨论，他们也同意这是一

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次给大家主要传达的是什么信息？不

仅仅是对神经元、神经科学，同时对人工智
能来讲这也是非常令人有启发性的。现在我
们对这个大脑所知甚少，我们相信脑空间信
息学将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方法，来让我们更
好的了解大脑还有大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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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圳，2019 年 9 月 4 日，剑桥科技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CIOE) 上
宣布，将在 CIOE 现场演示业界第一套 200G 
FR4 光模块，此模块全面满足 Open Eye MSA 
规范，并和众多厂家的产品包括基于 DSP 的
200G 模块互通。  

“本次现场演示的全新 200G FR4 模块基
于模拟 CDR 技术， 它再次证明了 CIG 对业
界的承诺：提供低成本，低功耗的技术 ”，
剑桥科技董事长黄钢先生评论道。 “CIG 是
世界上第一个把这一技术提供给数据通讯市
场的厂商， 我们同时也拥有大规模、高质量
的自动化生产能力以全面满足数通市场的需
求。”  

200G FR4 模 块 采 用 了 先 进 50Gbps 
PAM-4 的技术和模拟时钟数据恢复（CDR）
芯片。和传统的基于 DSP 方案的 200G 模块
相比，此模块的功耗更低，成本更低，时延
也更小。低时延在众多应用中极为重要，比
如实时应用，或高频率的股市交易等，这些
应用要求达到非常小的数据传输时延来保证
性能。

Open Eye MSA Consortium 指出：“我
们非常高兴看到 CIG 的 200Gbps 单模 QSFP
光模块的成功。 这个模块是业界第一款符合
刚刚公布的 Open Eye MSA 技术规范的模块。
这种方法已经加速了业界采用基于模拟 CDR
架 构 的 更 低 成 本、 更 低 功 耗、 更 为 简 洁 的
200Gbps PAM-4 技术方案的步伐。”

CIG 将其丰富和业界领先的 25G、 100G 
和 400G 产品研发和生产经验应用于这一专注
于数据中心应用的 200G 光模块。本产品现为
早期样品阶段，预计 2020 年初量产发货。

CIG 敬 请 广 大 CIOE 观 众 光 临 CIG 展 台
1C51，观看基于模拟 CDR 技术的 200G 光模
块产品的现场演示。 

展会期间还将同时在现场演示 25G SFP28 
ER 40Km 的产品。5G 无线网络需要使用传输
距离为 300 米、10 公里、20 公里和 40 公里
的工档 10G 和 25G 光模块，同时，双向 BIDI
和波分复用的技术的利用，以解决实际应用
过程中光纤资源不足。  CIG 全系列 5G 模块
产品包括：

· 25G SFP28 双纤 工档 300m, LR/10km, 
20km, ER/40km

· 25G SFP28 单 纤 工 档 10km, 20km, 
40km 

· 25G SFP28 CWDM 工档 10km

CIG 高级市场副总裁胡荣说，“CIG 致力
于开发全系列 5G 无线 光模块产品。 我们使
用非制冷 DML 激光器封装技术，在短时间内
将低成本、低功耗、高可靠性的光模块推向
市场，服务于 5G 客户。 ”

CIG 敬请 CIOE 观众光临展台 1C51，观
看 25G SFP28 ER 40Km 产品的现场展示。

关于剑桥科技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剑桥科技 )

是一个跨国企业，总部在上海，并在美国、
日本、马来西亚和德国等地设有子公司。剑
桥科技于 2017 年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剑桥科技拥有四个事业部：宽带事业部 , 
无线事业部 , 光电子事业部和网络事业部

高质量研发和智能制造是剑桥科技的双
引擎，驱动公司快速发展。剑桥科技在中国、
美国和日本有 850 余名工程师，以及 2000
余名生产制造人员，并委托日本、马来西亚
和 泰 国 的 代 工 厂 加 工 生 产 部 分 产 品。 有 关
CIG 的更多信息请链接 www.cigtech.com 和
Twitter: @CIGUSA2

媒体请联系： 
Media@CIGtech.com

China: +86-21-8023-3300 

North America: +1-408-606-2200

购买请联系：
China: sales@cigtech.com

Japan: jpsales@cigtech.com

North America: nasales@cigtech.com

新品全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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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专注创新” 才能引领高光谱遥感行业的发展
侯立周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研究员
侯立周，博士，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空间光学遥感、光谱探测技术等方面的研
究，特别是在傅里叶变换光谱探测技术方面具有深
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载荷研制经验。曾主导研制
了高分五号卫星大气环境红外甚高光谱分辨率探测
仪和风云三号卫星高光谱温室气体监测仪载荷，其
中前者是我国光谱分辨率最高、光谱通道最多的光
谱仪载荷，是我国高分系列卫星高光谱分辨率的标
志。

摘录：
技术的进步自然是遥感行业发展的天然推动力。

比如光电成像器件的出现直接推动了光学遥感器从
胶片返回式到成像数传式的跳跃发展；再比如激光
器的出现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基于干涉分光的傅里叶变换光谱仪进入实用，甚至可以搭载到
卫星应用。在大气探测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技术，如激光光丝技术和光频梳技术等，它们有潜
力成为本行业的新体制遥感器，我们欢迎和拥抱这些新技术挑战。

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是遥感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小卫星，大
时代”的节点，小卫星和微纳卫星遥感星座具有轻量化、低成本、高性价比的特点，可获得更
多样化和更高时效性的遥感信息，满足市场的快速、多样化需求。目前我国已出现众多民营卫
星企业，遥感器也正向小巧、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这既是对传统遥感行业的挑战也是机遇，
相信在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强大的民营资本和万众创新实践的推动下，卫星遥感行业将迎来
飞速的发展。

光博君说：
卫星遥感作为获取空间地理、地物信息的重要手段，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同时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明确提出实现卫星信息互通，为我国商业遥感的国际化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由此可见，商业遥感卫星市场未来必将走向繁荣。但我国高分辨率以及甚高分辨率商业遥感技
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在遥感数据应用方面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走。

而我们的科技创新之路上，正需要有像侯博这样心无旁骛地沉下心来做事情，专注研究的
长期性，专注对专业技术执着追求的一批研究学者。才能更好的推动高光谱卫星大数据的产业
化应用，开启定量遥感的新时代！

未来光学技术将面临更加集成化高精度的挑战
付跃刚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学院院长
付跃刚，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光学工程国家重点学科方向带头人，
教育部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
吉林省先进光学系统与仿生光学创新团队带头人，
吉林省先进光学设计与制造技术高校重点实验室主
任。

主要社会兼职
教育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全国光电测量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光学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兵工学会光电子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光
学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要荣誉称号
吉林省首批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吉林省高校首批学科领军教授、长春市有特殊贡献的高

级专家，曾获吉林省青年科技奖、兵工学会青年科技奖、第十一批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业技术人才、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第二层次人选等称号。

曾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9 项。发表论文 90 余篇，其中被 SCI、EI 检索 42 篇；出版专著 6
本；申请发明专利 40 余项，授权 20 余项。

摘录：
我认为，目前行业热点主要还是光学与人工智能。光学仪器是工农业生产、资源勘探、空

间探索、科学实验、国防建设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可缺少的观察、测试、分析、控制、记
录和传递的工具。特别是现代光学仪器的功能已成为人脑神经功能的延伸和拓展，所以人工智
能离不开光学来获取信息感知。

光博君说：
现代光学工程正在由从传统的技术迅速发展为科学与工程的结合。在高技术发展的前沿，

光学工程的精密化已成为主流，超精密加工、纳米制造成为决定技术成功的关键。感谢所有像
付院长一样坚持到最后的人，让光学技术渗透到航空航天与国防、天文、工业、医疗、娱乐、
教育、制造以及通信等各个领域。

自动驾驶功能安全最重要，实现量产才是最终目标
郭继舜
广汽智驾部部长、广汽
L3/L4 级无人驾驶技术总监
本科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后在台湾清华大学资讯工程系、ETH Zürich 计算机
科学系获得硕士学位。2012 年起于电子科技大学、
斯坦福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

主要从事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异构计算、
智能系统相关研发工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
篇， 申 请 发 明 专 利 8 项。 参 与 主 办 ACCV2012、
ICME2014 等国际会议、IEEE 会员、ACM 会员。先
后在美国德州仪器（TI）、联发科技（MediaTek）
研究院、谷歌（Google）、EMC2、百度深度学习
研究院（IDL）等企业工作。

现就职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
研究院，担任智能驾驶技术部部长、广汽 L3/L4 级
无人驾驶技术总监。

摘录：
我认为，自动驾驶有一个光辉的起点，也一定会有一个光辉的终点。所有路途中的波折，

比起成功之后的成就感来说都微不足道，我们可以非常坚定的向前走。
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必定会经历一个过程，从萌芽，到逐渐的受到追捧，再到受挫后的冷静，

行业中会有人持续的推进，不断地去思考并解决问题，新技术再次变得可用，最终人们会用相
对理性客观的方式把它推向量产，到达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对于自动驾驶来说，我认为目前处于冷静期，比如投资人变得冷静，市场变得冷静，要么
你在未来两年内能推出真正搭载量产的技术，要么拥有足够好的驾驶体验的车队，这个车队的
规模预计达到 50 到 100 辆，才能真正显示你对市场的掌控能力。

光博君说：
这是最坏的时代，却也是最好的时代，这是黑暗的季节，也是光明的季节，这是绝望之冬，

也是希望之春。自动驾驶未来可期，但却也任重道远，但是很感谢有一群为了更安全的自动驾
驶而努力的人，他们让自动驾驶能够量产，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光电先锋人物专访
CIOE 中国光博会启动【光电，与时代同行】专题栏目，聚焦光电行业及其
应用领域中在研发、技术等岗位上的不断钻研技术、创新以及与时俱进的
追光人，分享行业经验及技术干货。
我们也诚邀您分享在如今的时代前行过程中的所思所惑，用这些坚持努力
激励大家创造更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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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用太赫兹智能光电感知真实世界，
CEO 分享技术创新关键词
洪鹏达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主要从事太赫兹、激光传感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

究。硕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物理系，后赴美国理海大学
攻读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硅谷从事
前沿光电研究。在海外期间，专注从事前沿光电底层
技术的研发，取得了多项技术突破，积累了深厚的产
业经验。

曾为 20 余个国际会议委员会成员，5 次担任国
际会议分会主席，5 次作国际会议特邀报告，并担任
20 余个国际著名杂志同行评审，累计申请海内外专
利 40 余项。洪博士最近的产学研活动包括担任国际
NANOfIM 会议主席及 IEEE 成像系统和技术国际会议
创新项目主席。

摘录：
智能光电行业作为新兴技术产业，近几年的蓬勃

发展世人有目共睹。在这一新兴领域，有广阔的奥秘亟待探寻。因此，任何一点的技术革新、
技术突破，都有可能成为撬动行业发展的支点，甚至推动行业飞跃式的前进。智能光电方兴
未艾，整个行业如日方升，令人振奋。太赫兹技术、激光传感、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都极
大地推动了行业的革新。

技术的革新意味着产品的革新。智能光电关键技术的突破意味着产品商业化、投入市场
量产成为可能。而产品进入市场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显现出光电行业潜力，从而推动行业发展。
目前来看，智能光电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对诸多产业的推进非常明显，亟待开拓。

光博君说：
光电，是一个永远在追求创新的行业。勇于挑战的洪博士始终坚守着技术研发创新的初心，

对科技保持严谨的态度，加上自身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使得他在新兴技术产业中亦能披荆斩棘，
锐不可当。

车载行业最关键指标是安全，
汽车智能化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并存
何洪鑫
苏州艾微视图像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苏州工业园区领军人才
图像测试软件著作人
多项核心技术专利与测试系统发明人

摘录：
车载行业最关键的指标就是安全，所以当汽车智

能化发展时，对车载摄像头组装的精准性要求会逐步
提升，这对镜头组装和摄像头组装技术都带来很大的
挑战。

随着车载市场逐步升温，势必很多新兴企业会加
入其中，特别是产品利润率会大幅度下调，所以成本
控制和技术不断升级将会是我们和客户共同面临的挑
战，我们也是不断提炼我们技艺和管理水准来迎接挑
战。

光博君说：
随着 5G 牌照的发放，自动驾驶发展加速前进，

如何保证其安全性也是业界一大技术难点。作为实现
自动驾驶的关键部件之一，车载摄像头的性能逐步提升，对其制作过程的精度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采访过程中，何先生表示艾微视一直以“做更好的摄像头”作为公司发展的座右铭，并身
体力行的实践它。

感谢有这样一群直面挑战不断钻研的人，专注提升车载零部件的制作工艺与精准性，保障
人们的出行安全，为自动驾驶的发展添砖加瓦。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有生存的筹码
曹祥东
青岛自贸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
曹祥东，博士。国家特聘专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光学博士，密西根大学博士后。
曾担任西门子资深研究员，北方电讯首席科学家，
Qtera 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T-Networks 首席系统
构架师。青岛自贸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
科学家，武汉虹拓新技术创始人兼董事长，华中科
技大学国家光电中心、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兼
职教授。国家科技部 973、863、重大支撑项目负责人。

摘录：
国内飞秒光纤激光器研究一直处在实验室阶段，

需要改变目前飞秒激光器为欧美公司所垄断，高端
飞秒激光器对中国封锁，中低端飞秒激光器产品中
国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的现状。最关键的在于我们这
些从事飞秒激光技术研究及相关产业的企业共同努
力，对飞秒激光技术的研发势必在产品性能、可靠性等方面增加更多的研发投入，取人所长、
补己所短，提升产品竞争能力，艰苦攻关，努力填补国内空白，加快飞秒激光器产业化应用
的发展，助力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光博君说：
目前飞秒激光器在高速光通讯、强场科学、纳米科学、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和

潜在的市场前景。
感谢这样一群兢兢业业的科学家们勤专研、敢创新，努力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将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中，朝着“科技强国”的目标砥砺前行。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涵盖行业—手机、汽车电子、机器视觉、国防安防、数据中心、医疗

品牌推广/技术分析/人脉拓展/专业交流

扫一扫添加光博君微信

光电
微课堂

两步快速加入社群
第一步：发送名片申请入群
第二步：发送感兴趣的行业

添加【光博君】微信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CIOE607，等你来撩！

步2

线上微课堂

线下微课堂
·微信社群线上讲授+实时讨论
·产业及应用知名专家、技术达人定期分享
·专业行业社群满足学习及沟通需求

·北、上、深等地微课堂线下活动
·产业及应用知名专家、技术达人定期分享
·专业活动满足学习及社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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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活动 

CONFERENCE 

“数字中国”与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技术论坛（分论坛）
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上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时间 /Time 演讲题目 /Topics 演讲嘉宾 /Speakers

9 月 5 日上午
8:30 -8:50

论坛签到
Registration

演讲嘉宾、听众入场
Speakers and Attendees Check-in

8:50-9:00 开幕致辞 / Opening Presentation: CIOE、Ovum

9:00-9:20

主旨报告：我国下一代数据中心互联需求和技术
趋势报告
Keynote Report：Report on China's Next Generation 
Data Center Interconnection Requirements and Technical 
Trends

郭亮  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 (ODCC) 新技
术与测试工作组组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 
副主任
Guo Liang,  Head of new technology and test 
team of Open Data Center Committee (ODCC)、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CAICT)

9:20-9:40
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
Industry Report：Optical Interconnection Next 
Generation Data Center

孙敏  腾讯数据中心互联架构师
Sun Min,  Optical Interconnection Architect of 
Data Center of Tencent

9:40-10:00
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对光模块的需求
Industry Report: The application of optical transceiver in 
next generation datacenter

詹荃淇 , 索尔思光电（成都）有限公司产
品市场经理
Alex Zhan,  PLM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of Source Photonics

10:00-10:20

行业报告：5G 时代新计算体系结构下的光互联技
术趋势
Industry Report: Trends of Optical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y under the New Computing Architecture in 
5G era

陈刚 百度系统部高级架构师
Chen Gang, Senior System Engineer, Baidu

10:20-10:40
行业报告：400G 规模商用，引领下一代数据中心
光互联
Industry Report: 400G Commercialization Leading the 
Next Generation Data Center Optical Interconnection

张金双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业务拓展总监
James Zhang, Directo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10:40-11:00
行业报告 : 用于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基于 PAM4 的电
芯片技术的演进
Industry Report: Evolution of PAM4 Electronics for Next 
Generation Datacenters

王熹 Inphi Corporation 高级市场总监
Xi Wang,  Senior Director, Product Marketing of 
Inphi Corporation

11:00-11:20
行业报告：用于电信网络的光器件市场发展
Industry Report: Market Progression of Optical 
Components in Telecom Networks

Lisa Huff,  Ovum 光器件首席分析师 / Principal 
Analyst, Optical Components of Ovum

11:20-11:40
行业报告： 后 400G 时代数据中心光模块技术展
望
Industry Report: Prospect of Optical Module Technology 
on Data Center in Post 400G Era

张玓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与
接入产品业务部 市场部经理
Zhang Di,  Marketing Manager of Data and 
Access Products Department, Accelink

11:40-12:10
行业发布：800G Pluggable MSA 发布
Industry Announcement：800G Pluggable MSA 
Launching

所有初创成员
All Promotors

12:10 午餐（演讲嘉宾及受邀企业）
Lunch

2019 数据中心光电技术与产业峰会（分论坛）
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下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时间 /Time 演讲题目 /Topics 演讲嘉宾 /Speakers

13:45-14:00 峰会签到
Welcome & Registration

演讲嘉宾、听众入场
Speakers and Attendees Check-in

14:00-14:10 开幕致辞
Opening Speech

刘少伟  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研发
总裁
Swift Liu, President of Data 
Communication R&D Department，
Huawei

14:10-14:30
行业报告：云数据中心对光器件、模块和传送设备的影
响
Industry Report: Impact of Cloud Datacenters on the market for 
optical components, modules and transport equipment

Vladimir Kozlov,  Founder and CEO of 
Light Counting

中国移动“vOLT 云化演进，引领千兆新时代”论坛议程
China Mobile “Towards Cloud vOLT, Leading the Gigabit New Era ”Forum Agenda

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下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6 楼茉莉厅
Date：Afternoon, September 5, 2019  Venue：Jasmin Hall, 6th Floor, SZCEC

时间 /Time 演讲题目 /Topics 演讲嘉宾 /Speakers

13:30-14:00 嘉宾签到、入场
Registration and Admission

暖场
Warm-up

14:00-14:05 主持人开场
Welcome Presentation

张德朝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网络与
IT 技术研究所传送与接入网研究室
室经理
Zhang Dechao, Technical Manager,  
institute of network and IT technology , 
China Mobile Research Institute

14:05-14:10 领导致辞
Opening Remark

14:10-14:25
主旨报告：vOLT 云化演进，引领千兆新时代
Key Report： Towards the Cloud vOLT, Leading the 
Gigabit New Era

李晗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网络与 IT 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Li Han,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Network and IT Technology, China Mobile 
Research Institute 

14:25-14:40
行业报告：迈入云时代的千兆光接入网
Industry Report：Gigabit Optical Access Network in the 
Cloud Era

敖 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
准研究所 所长 / 高工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传送网与接入网
技术委员会 副主席
Ao Li, Director & Senior Engineer,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CAICT), Vice Chairman, Technical 
Committee of Transport Network and 
Access Network, Chin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Association

14:40-14:55 行业报告：5G 时代的光接入虚拟化演进
Industry Report：OAN Virtualization Evolution in 5G era

陈爱民  中兴通讯光接入规划总工
CHEN AIMIN,  Chief Engineer of Optical 
Access Planning， ZTE Corporation

14:55-15:15 茶歇、场景演示 /Teabreak、Demo Scenarios

14:30-14:50
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技术与需求
Industry Report: Optical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ies and 
Requirements for Next Generation Data Center

孙敏 腾讯数据中心互联架构师
Sun Min, Optical Interconnection 
Architect of  Data Center of Tencent

14:50-15:10
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网络及光模块洞察
Industry Report: Market Insight of Next Generation Data Center 
Network and Optical Modules

陈刚  百度系统部高级架构师、
ODCC 边缘计算工作组组长、
ODCC 网络工作组副组长
Gang Chen, Senior System 
Architecture，Baidu、Leader of Edge 
Computing working group at ODCC、
Vice Leader of network working group 
at ODCC.

15:10-15:30
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接口：光和封装形态
Industry Report：Next Generation Datacenter Interfaces: Optics 
and Form Factors

Chris Cole,  Vice President, Advanced 
Development, Finisar Corp.

15:30-15:50 茶歇 & 合影 /Tea break & Guest Photos

15:50-16:10
行业报告：数据中心网络光电模块小型化需求与技术
Industry Report：Small Size Requirements and technologies for 
Optical-Electric Module in Data Center.

曹璐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交换机与
企业网关设计部系统工程师
Lu Cao,  Senior System Engineer of 
Switch & Enterprise Gateway Design 
Dept., Huawei

16:10-16:30
行业报告：短距高速光传输的需求与技术挑战
Industry Report: Short-distance high-speed optical transmission 
requirements and technical challenges

梁亦铂  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产品
管理部总监
Yibo Liang,  Director of Opto-
Electronics  Product Management 
Dept., Hisilicon

16:30-16:50
行业报告：小型化下一代标准平台波特率达到 112G
Industry Report: SFP size Next Generation Standard Platform 
Reachable 112G BAUD

Toshiyasu ITO,  Principal Engineer High 
Speed Connector Development of 
Yamaichi Electronics Co., Ltd.

16:50-17:10
行业报告：用于下一代高速数据中心的光封装技术演进
Industry Report: The Evolution of Transceiver Form Factor for 
Next Generation High Speed Data Center Application

David Chen,  AVP,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ic Marketing & Standard Office 
for Transceiver

17:10-17:30
行业报告：小型化封装中高速电缆装配趋势和展望
Industry Report: The trend and outlook of small form factor 
high speed cable assembly

Frank Jakobs,  Head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siness Unit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Leoni 
Special Cable

17:30-17:50 NG SFP MSA 发布  NG SFP Announcement
初创成员
All Promotors

17:50-18:00 闭幕讲话
Closing Speech

王晨曦  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副总
裁、战略与业务发展部部长 ;
Sonny Wang, Vice president of Data 
Communication Production Line, 
Huawei
President of Data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Dept.

18:00 结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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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术发展论坛（分论坛）
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全天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四号馆

专题一、光电子集成与芯片 

时 间 /Time 演讲题目 /Topics 演讲嘉宾 /Speakers

9 月 5 日上午
8:50 -9:20

论坛签到
Registration

演讲嘉宾、听众入场
Speakers and Attendees Check-in

9:20-9:25

开幕致辞：周治平 北京大学教授、光子学报主编
OEIC 领导
Opening Presentation: 
Zhou Zhiping,“Changjiang”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funding Editor-in-Chief
of Photonics Research; Fellow of OSA, SPIE, and IET. 
OEIC

9:25-9:50
主旨报告：硅光技术爆发在即
Keynote Report: Silicon Photonics. Beyond the 
tipping point

Eric Mounier,  Yole Développement 
硅基光电子首席分析师，博士，资深研究员
Fellow Analyst, Photonics, Sensing and Displays 
Division, Yole Développement

9:50-10:15
行业报告：集成微腔光学频率梳
Industry Report: Microcomb based on integrated 
microresonators

张文富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副主任、博士
Zhang Wenfu,  Deputy director, Doctor of 
Xi’an Institute of Optics and Precision 
Mechan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0:15-10:40
行业报告： 7nm 相干 DSP: 让新的网络架构
和市场成为可能
Industry Report: 7nm Coherent DSP: Enabler for 
New Network Architectures and Markets

Samuel Liu  Inphi Corporation 相干 DSP 产品
线市场营销 高级总监、博士
Sr. Director, Product Line Marketing, Inphi 
Corporation

10:40-11:05
行业报告：用于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光电元器
件
Industry Report： Opto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Next Generation Datacenter

李欣哲  Broadcom FOPD 产品市场经理
Jason Lee,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FOPD, 
Broadcom Ltd.

11:05-11:30
行业报告：硅光计算对于架构与算法的影响
Industry Report :Photonic-electronic heterogeneous 
processor for AI computing

白冰  光子算数 ( 北京 )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CEO、北京交通大学光波技术研究所博士
Bai Bing, CEO of Photoncounts Technology 
Co.Ltd, Doctor of optical wave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11:30-11:55

行业报告：5G 基站光传输核心器件研发的主
要挑战
Industry Report : The key challenge of Optical 
Transmission Core Device Development for 5G Base 
Station

刘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光电子科学与技术省重
点实验室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Liu Wen,  Director of Key Laboratory of Opto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Phys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ung Kong Scholar Chair Professor.

12:00 午餐（演讲嘉宾及受邀企业）
Lunch

专题二、光电子器件与应用
Session two:Optoelectronic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时 间 /Time 演讲题目 /Topics 演讲嘉宾 /Speakers

9 月 5 日下午
13:20-14:00

论坛签到
Registration

演讲嘉宾、听众入场
Speakers and Attendees Check-in 

14:00-14:10

开幕致辞：
杨耕硕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秘书长，中国光学学会理事
Beth Harrington  美国光学学会 会议和行业联合首席总监， 
Dr. Shifu Yuan  中华光电学会副会长、CALIENT Technologies 光学首席技术官
Opening Presentation：
Eric Yang  Secretary General of CIOE, Director of Chinese Optical Society
Beth Harrington   Senior Director, Industry Relations of OSA and OIDA
Dr. Shifu Yuan  VP of PSC-SC 、CTO of Optics at CALIENT Technologies

15:15-15:30

行业报告： SingleFAN Pro 打造 F5G 时代最佳体验
的千兆全光接入网
Industry Report:  SingleFAN Pro: Build an all-optical 
access network to deliver the best experience in the F5G 
era

周军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接入网产品
线总裁
Zhou Jun,  President of Access Network 
line，HUAWEI

15:30-15:45
行业报告：软网络 智宽带
应用驱动智能可编程宽带接入网络
Industry Report: Use Case Driven SDAN Evolution to Build 
Customer Programmable Broadband Network

鲁林丽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
司 固网业务集团 宽带接入产品线高
级总监
Lu Linli,   Head of Broadband Product 
Line, NOKIA APAC region and NOKIA 
SHANGHAI BELL

15:45-16:00
行业报告：弹性部署的控制云，助推互通千兆时代
Industry report:  Flexible Deployment of the Control 
Cloud to help Interoperate with the Gigabit Era

王莉  烽火通信高级架构师
Wang Li,  Senior Architect, Fiberhome

16:00-16:15
行业报告：云时代下接入网络业务演进的思考
Industry report: Thought on the Evolution of Access 
Network Services in the Cloud Era

王刚  博通公司宽带接入事业部高级
产品线经理
Wang Gang,    Sr. Product Line Manager, 
Broadband Connectivity Access Division, 
Broadcom

16:15-16:30
行业报告：千兆云化对宽带接入芯片的挑战和机会
Industry Repor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Broadband Access Chipset Vendors in Gigabit Era

叶妙永  创发信息科技（苏州）有限
公司产品规划处总监
Sean Ye,    Director of Product Marketing 
Division， ECONET

16:30-17:00 圆桌讨论
Panel Discussion

主持人 周文辉 /Host:Zhou Wenhui
贝劲松 中兴通讯光接入产品总经理
Bei Jinsong, General Manager of Optical 
Access Products, ZTE Corporation
凌浩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固网业务集团 业务拓展与产品方案
总经理
Lin Hao,  Head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Product Solution Fixed Network 
Group
Nokia Shanghai Bell Co., Ltd.
王莉  烽火通信高级架构师
Wang Li,  Senior Architect, Fiberhome 

17:00 会议结束
END

14:10-14:30

行业报告：5G 和大数据时代光器件产
业的机遇和挑战
Industry Report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Optical Device Industry in 
5G and Big Data Era

黄钢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Gerald G. Wong,  Chairman and CEO 
of CIG Shanghai Co., Ltd

14:30-14:50 行业报告 : 菲尼萨 5G 前传模块的解决
方案

吴驰明  Finisar 公司副总裁和上海公司总经理
Jimmy Wu,  Vice President and Finisar Shanghai Managing 
Director
许力耕  Finisar 公司全球数据通讯事业部总经理
Lee Xu,  General Manager, Data Networking Business Unit at 
Finisar Corporation

14:50-15:10 Industry Report :Ensuring Accurate Return 
Loss Measurement

Michael Rodriguez，Applications Engineer of OptoTest 
Corporation

15:10-15:20 茶歇 /Teabreak

15:20-15:40
行业报告：量子精密测量与量子传感
Industry Report：Quantum Precise 
Measurement and Quantum Sensing

郭弘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教授、量子电子学研究所所
长、量子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Guo Hong,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Peking 
University,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quantum electronics, 
director of quantu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15:40-16:00

行业报告：可调 VCSEL 内容 : 用于前
端传输和无线网络的收发器
Industry Report: Tunable VCSEL Content 
Transceivers for Front-Haul and Wireless 
Networks

黃中宜 华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营运总监
Dr. Mike Huang,  Director of Operations of Bandwidth10

16:00-16:20
行业报告：集成器件用特种光纤
Industry invited Report: Specialty Optical 
Fibers for Integrated Devices

张心贲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特产产品线资深
专家
Zhang Xinben, Specialty Product line Senior Experts, YOFC

16:20-16:40
行业报告：用于硅光子学平台上的晶片
级混合集成的 InP 光电子
Industry Report：InP optoelectronics for 
wafer-level hybrid photonics integration

Dr.Lam Yee Loy  DenseLight Semiconductors Pte 
Ltd 首席技术官、光电子、光纤传感器和光子学系统
应用研究领域博士
Dr. Lam Yee Loy,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of DenseLight 
Semiconductors Pte Ltd、Doctor in applied research fields 
of optoelectronics, optical fiber sensors and photonics 
systems

第六届全球光学智能制造（深圳）高端论坛
时间：9 月 4-6 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玫瑰 3 厅

分会二：晶圆级光学成像模组制造技术

时间 /Time 演讲题目 /Topics 演讲嘉宾 /Speakers

主持嘉宾：程凯 英国布鲁内尔伦敦大学教授
Host  ：Pro. Kai Cheng Brunel University London

9:20-9:45
如何提高车载摄像头的组装工艺
How to improve the assembly process of the car 
camera

何洪鑫 苏州艾微视图像科技有限公
司创始人
Hong-Xin He, Aview Image Technology

9:45-10:10
材料的光学表征应用近红外光谱和高光谱成像
Optical Characterisation of Materials Applications 
of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hyperspectral 
imaging

Julius Krause 
德国卡尔斯鲁厄的伊索布·弗劳恩霍
夫研究所
ISOB Fraunhofer Institute in Karlsruhe 
Germany 

10:10-10:35 如何打造智能汽车的“眼睛”
How to Build “Smart Eye ”for Intelligent Cars

谷春燕 宁波舜宇车载光学技术有限
公司全球市场营销总监
Chun-yan Gu，Ningbo Sunny Automotive 
Optech Co., Ltd. Global marketing director

10:35-11:00
物联网光谱传感 : 潜在的应用和不同的技术
Spectral Sensing for IoT: potential applications & 
different technologies

Bill Choi 
nanoLambda in Korea

11:00-11:25
便携式光学器件在农业、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应
用和挑战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of portable optical 
devices for agri/food/beverages

Daniel Freiner
德国蔡司 ZEISS

11:25-11:50
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使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消
费应用
Portable NIR spectroscopy using 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consumer applications

Dr. Jaakko Lehtinen
Sales Manager, Spectral Engines Oy, 
Helsinki, Finland.

12:00-13:30  9 月 5 日下午（午餐休息） Lunch break

主持嘉宾： 王河新博士 德国蔡司
Host   ：  Dr. He-Xin Wang  Zeiss Germany 

13:45-14:10

针对不同尺寸与形状的光学 3D 曲面镀膜全面
解决方案
Total solutions of optical coating for 3D 
substrates various on size and shape

鲍亚盟博士 光驰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
Dr. Ya-Meng Bao，Optorun（Shanghai）
Co., Ltd

14:10-14:35
超精密离子束加工装备及应用
Ulra-precision Ion Beam figuring machine and 
its Application

施春燕 苏州至臻精密光学有限公司
总经理
Chun-Yan Shi，General Manager，Suzhou 
Perfect Optics LTD.

14:35-15:00
消费工业光谱传感 : 价值点的革命打开了全新
的市场
Consumer-industrial Spectral Sensing: A revolution in 
value-points opens completely new markets

Tom Griffiths, AMS in Jena Germany

会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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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显示与人机交互感测技术研讨会
9 月 5 日下午  Sept.5, PM 会展中心 3 号馆 Hall-3

时间 /Time 演讲题目 /Topics 演讲嘉宾 /Speakers

13:20-13:30
论坛开场致辞及演讲嘉宾合照 Opening Speech & Group Photo
论坛主席：陈建龙 ( 香港应科院物联网感测技术部 - 研发总监 )
Forum Chairperson: Kenny Chan, Director, ASTRI

13:30-13:55 uLED + AR applications Newton Niu
Jade Bird Display Ltd

13:55-14:20
肖特 RealViewTM – 增强显示高折射率
玻璃晶圆
High refractive index glass wafer for 
Augmented Reality

Dr. Ruediger Sprengard
Vice President，Head of Augmented Reality, 
Advanced Optics, SCHOTT AG

14:20-14:45
3D 传感关键器件 VCSEL 外延片的产业
化生产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3D sensor key 
device VCSEL epitaxial wafer

龚平 Founder
西安唐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14:45-15:10
增强现实 : 从交互看出去
Augmented Reality: From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戴景文
广东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司 (Ximmerse)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15:10-15:35 Technology exploration of ARHUD
ARHUD 的技术落地与探索

苗顺平
车萝卜联合创始人 & 副总裁
Carrobot Cofounder & VP

15:35-16:00
光栅光波导 AR 眼镜的建模和设计
Grating Light Guide Modeling and Design for 
AR Glasses

朱霞 讯技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
理
Zhu Xia, General manager, InfoTek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Co., 
Inc.

16:00-16:25 Micro/Nano optics for AR Display and 
Sensing

朱秀玲
ASTRI 高级经理
Zhu Xiuling, Senior Manager，ASTRI

2019 年 Zemax 杯光学镜头设计大赛
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下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8 号馆会议室

时间 议程

14:00-14:10 嘉宾及评委 \ 参赛者 \ 媒体代表 \ 参展商代表到场

14:10-14:15 介绍评委及嘉宾

14:15-14:20 中国光博会组委会 秘书长 Eric Yang 致词

14:20-14:30 Zemax 亚太区工程经理 李恒先生 致词

14:30-14:35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吴沛林先生 宣读“CIOE2019 第四届 Zemax
杯光学镜头应用设计大赛”评分办法

14:35-16:05 入围选手路演（参赛入围选手 10 分钟演讲，5 分钟评委提问）

激光技术打造智能化 3C 制造生产线
时间：9 月 5 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激光世界》总编辑庞会荣女士

09:45-09:55 开幕词

 09:55-10:25 2019 年工业激光市场分析及技术进展
顾波（博士）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委会副主
任

 10:25-10:55 激光微加工在精密电子领域的应用
昆山允可精密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朱希文

10:55-11:25 百瓦级超快光纤激光器及其应用
武汉安扬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大客户销售经理
熊梦苏

11:25-11:55 激光技术在 PCB 和 FPC 制造行业的应用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集团 
技术总监 
张进

11:55-13:15 中场休息

13:15-13:30 幸运抽奖

14:00-14:30 普雷茨特激光工业测量方案在 3C 中的应用

普雷茨特精密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
华南区销售经理
欧阳牛牙

14:30-15:00 VCSEL 市场趋势及 VCSEL 技术概览
上海砷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金东焕

15:00-16:10
圆桌论坛 
主题：智能制造时代，激光技术如何助力 3C 制
造智能、精益、高效？

主持：顾波（博士） - 中国光学学
会激光加工专委会副主任

16:10-16:20 幸运抽奖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2019 红外技术发展及应用创新论坛
会议时间：9 月 5 日上午      地点：会展中心 6 楼郁金香厅

时间 /Time 演讲题目 /Topics 演讲嘉宾 /Speakers

会议嘉宾主持：陈效双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Host: Xiao-shuang Chen, Director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rared Physics, Shanghai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9:00-9:30 报名签到

9:30-9:55
空间对地观测任务中的红外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 of infrared technology of 
earth observation in space

陆燕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
Yan Lu,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9:55-10:20

从国际重大应用工程看高性能红外成像器件的发展趋
势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igh performance infrared imaging 
detectors from looking at international great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倪国强 北京理工大学
Guo-qiang Ni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0:20-10:45 锑化物红外探测器技术进展
Progress in Telluride infrared detector technology

司俊杰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光器件研究所特级专务（副总
师） 
Jun-jie Si，Special Specialist, 
Institute of Optical Devices, China 
Air-to-Air Missile Institute

10:45-11:10 太赫兹探测与应用技术研究进展
Advances in terahertz detection and application technologies

王晓东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五十研究所
Xiao-dong Wang,The 50th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11:10-11:35 低成本红外成像传感器的发展
Low-Cost Infrared Imaging Sensors Development

陈文礼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Wen-li Chen,Deputy general 
manager，
Iray Technology Co.,Ltd

15:00-15:25 5G 手机 Fliter 技术的发展
5G mobile phone fliter technology

盛永江 浙江水晶光电副总经理
Yong-Jiang Sheng Deputy General 
Manager，Zhejiang Crystal-Optech Co., 
Ltd.

15:25-15:50 晶圆级镜头模组的工艺难点
Difficulties in wafer-level lens modules

Martin
EV Group

15:50-16:00 茶歇 Tea break

16:00-17:10 中外专家面对面技术交流
Panel Podium 

Tom Griffiths，AMS in Jena Germany
Daniel Freiner ，Zeiss Germany
程凯教授 英国布鲁内尔伦敦大学 
Pro. Kai Cheng British
徐敏教授 复旦大学
Prof.Min Xu, Fudan University
Julius Krause，ISOB Fraunhofer Institute 
in Karlsruhe Germany
谷春燕 宁波舜宇车载光学技术有限
公司全球市场营销总监
Chun-yan Gu，Ningbo Sunny Automotive 
Optech Co., Ltd. Global marketing director
Dr. Bill Choi ，Nano Lambda in Korea
盛永江，浙江水晶光电副总经理
Yong-Jiang Sheng, Vice President, 
Zhejiang Crystal-Optech Co., Ltd.

16:05-16:20 Zemax 亚太区工程经理 李恒先生 点评获奖作品 / 工作人员统计复赛评分

16:20-16:25 深圳光学学会 副理事长 彭文达教授 公布大赛结果并颁发奖杯

16:25-16:40 获奖作品颁奖 / 嘉宾及参赛选手合影

会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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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12:00 非制冷焦平面方面的器件和系统
Devices and systems for uncooled focal plane

姜利军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Li-jun Jiang，Deputy general 
manager，Zhejiang DALI 
Technology Co., Ltd.

红外探测技术材料与器件发展论坛
会议时间：9 月 5 日下午 

地点：会展中心 6 楼郁金香厅 

时间 /Time 演讲题目 /Topics 演讲嘉宾 /Speakers

会议嘉宾主持：胡伟达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
Host: Hu Wei Da, researcher,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4:00-14:25 红外探测器件的最新进展及其应用
The lates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frared detectors

陈效双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红
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Xiao -Shuang Chen，Director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rared 
Physics, Shanghai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4:25-14:50 新型近红外和中红外光电探测器
Novel Near-Infrared and Mid-Infrared Photodetectors

罗毅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
家实验室副主任
Yi Luo, Deputy Director of 
Tsinghua national Laborator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4:50-15:15 红外探测与成像器件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hallenge of infrared detector

喻松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 11 所 
Song-Lin Yu，North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Electro-
optics (NCRIEO)

15:15-15:25 茶歇 Tea Break

15:25-15:50
第四代半导体锑化物材料与红外器件
Fourth - generation semiconductor antimony materials and 
infrared devices

牛智川 中科院半导体所 
Zhi-chuan Niu，Institute of 
Semiconductor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5:50-16:15
车载热成像辅助驾驶系统研发及应用
Vehicle-mounted Thermal Imaging Assisted Driving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王国华 广州三木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Guo-hua Wang ,Guangzhou 
sanmu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16:15-16:40 精密模压红外玻璃非球面透镜在红外成像中的应用
Precision Molding Glass IR Aspheric Lens on Thermal Imaging

卢  健 莱特巴斯光学仪器（镇
江）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Jian Lu , LightPath Optical 
Instrumentation (Zhenjiang) Co., 
Ltd

16:40-17:05
硫系玻璃及其在红外光学系统的应用
Chalcogenide glas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infrared optical 
systems

戴世勋 宁波大学红外材料及
器件实验室主任 
Shi-xun Dai ,The laboratory of 
Infrared Materials and Devices 
(LIMD) of Ningbo University

17:05-17:30 InSb 红外探测器的技术与应用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of InSb IR detectors

孙占元 北京华元昊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Zhan-yuan Sun ,Beijing 
Huayuanhao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第二届国际汽车激光雷达创新论坛 – 汽车市场成就激光雷达量产
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上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5 楼菊花厅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和企业

9:00 am - 9:15 am Registration / Badge Collection 入场登记 / 证件收集 

9:15 am - 9:20 am Welcome 欢迎辞 Yole Développement & CIOE

9:20 am - 9:45 am LiDAR Sensors for mobility 
用于机动车的激光雷达传感器

Guillaume Girardin, Division Director, Photonics, 
Sensing and Display, Yole Développement 
Guillaume Girardin, ，光电、传感和显示部门总监，
Yole Développement

9:45 am - 10:10 am
Valeo SCALA® – The World’s Bestselling 3D Laser Scanner 
法雷奥 SCALA® - 世界上最畅销的 3D 激光扫描仪
Dr. Jianmin Gu, China CTO, Valeo 
顾剑民博士，法雷奥集团中国区首席技术官

10:10 am - 10:35 am
Automotive LiDAR: Physical & cost review 
of actual solutions and future evolutions 
汽车激光雷达：实际解决方案的可实现性
和成本审查、以及未来的演变

Romain Fraux, CEO, System Plus Consulting 
Romain Fraux， 首席执行官， System Plus 
Consulting

10:35 am - 11:15 am Tea break and Networking 茶歇 & 现场交流 

11:15 am - 11:40 am
RoboSense Smart LiDAR Sensor System 
for ADAS & AD 
RoboSense( 速腾聚创 ) 为高级辅助驾驶和
自动驾驶打造的智能激光雷达传感系统

Dr. Leilei Shinohara, Vice President & 
CoPartner, RoboSense LiDAR 
篠原磊磊博士，速腾聚创 研发副总裁 & 合伙人

11:40 am - 12:05 am
Mass Commercialization of Solid-State 
LiDAR 
固态激光雷达的大规模商用

David Oberman, VP Sales, Innoviz 
Technologies 
David Oberman,，销售副总监，Innoviz 
Technologies

12:05 am - 12:30 am

LiDAR Receivers for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用于汽车应用的 LiDAR 接收器
Uwe Wielsch, Director Sales Asia, First Sensor 
Uwe Wielsch, 亚洲销售总监 , First Sensor

12:30 am - 12:55 am TBD

Dr. Dirk Seebaum, Business Unit Manager 
Automation, Trioptics 
Dirk Seebaum 博士，全欧光学自动化业务经
理

12:55 am - 1:00 pm Thank you and adjourn 感谢 & 休会

第二届国际消费级 3D 传感高端论坛 – 展望 3D 传感技术生态圈的未来
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下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5 楼菊花厅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和企业

2:00 pm - 2:15 pm Registration / Badge Collection 入场登记 / 证件收集 

2:15 pm - 2:20 pm Welcome 欢迎辞 Yole Développement & CIOE

2:20 pm - 2:45 pm
Envision the future of 3D sensing technology 
and ecosystem
展望 3D 传感技术和生态系统的未来

Pierre Cambou, Imaging Principal Analyst, Yole 
Développement
Pierre Cambou, 首席成像分析师，Yole 
Développement

3:10 pm - 3:35 pm
Review of Consumer 3D Sensing 
Technologies
消费者 3D 传感技术综述

Romain Fraux, CEO, System Plus Consulting 
Romain Fraux， 首席执行官， System Plus 
Consulting

3:35 pm - 4:15 pm
Sony’s ToF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in 
consumer area
索尼在消费领域的 ToF 应用探索

Michiki Mikuriya, Gerneral Maganer, Sony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Michiki Mikuriya, 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总经
理

4:15 pm - 4:40 pm

Performance, Precision and Productivity: 
Solutions for VCSEL fabrication
性能，精度和生产率：VCSEL 制造解决
方案

Stephanie Baclet, Senior Technical Marketing 
Engineer,Oxford Instrument Plasma Technology
Stephanie Baclet，  资深技术市场工程师，
牛津仪器等离子体技术

4:40 pm - 5: 05pm
A Roadmap to the future of 3D sensing 
technology
3D 传感技术的未来发展路线图

Dr. Chen Zhi, Vice President, Orbbec
陈挚博士，奥比中光副总裁

5: 05pm – 5:30pm 3D Sensing Solutions
3D 传感解决方案

Allan Frederiksen, VP System Engineering, OSS, 
AMS
Allan Frederiksen, 艾迈斯半导体 OSS 部门
系统副总工程师

5:30pm – 5:55pm TBD Princeton

5:55 pm - 6:00 pm Thank you and adjourn 感谢 & 休会

会议活动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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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车载摄像头影像质量评估研讨会
时间：9 月 5 日上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6 号馆会议室

时间 主题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9:30 -- 10:30 车载摄像头测试
标准与方案

 ISO 国际标准介绍及案例分享；

上海研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丁文江车用摄像头测试方法和问题 ;

IEEE-P2020 介绍及 ADAS 综合测试仪 ;

10:30 -- 12:00 车载影像测试与
CMS 方案

车载摄像头和显示屏测试方案 ;

柯尼卡美能达销售经理   邵炜宇

车载 CMS 测试方案 ;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第二十七届“微言大义”研讨会：机器视觉及工业检测
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  9:30-17: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
主办单位：CIOE 中国光博会    麦姆斯咨询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上午场主题：机器视觉技术及应用

9:30~9:55 签到

9:55~10:00 开场

10:00~10:25 大华工业相机助力智能制造
华睿科技 
产品总监 
黄银春

10:25~10:50 快照式激光 3D 相机，三维机器视觉的新选择
知微传感 
市场总监 
何伟

10:50~11:15 扫平 3D 机器视觉大规模普及应用的障碍
图漾科技 
CEO 
费浙平

11:15~11:40 红外热成像在工业视觉检测的应用
高德智感 
产品技术经理 
张从容

11:40~12:05 工业视觉相机在物流 AGV 领域的应用
曼普拉斯 
副总经理 
周月刚

12:05~13:30 自行用餐、展示区交流

下午场主题：机器视觉核心元器件

13:30~13:55 从通信到机器视觉：激光和光学在传感领域的新
兴应用

II-VI 
首席市场官 
Sanjai Parthasarathi

13:55~14:20 基于 4K 超高清变倍镜头在 2D 影像测量领域的
应用研究

普密斯 
运营总监 
任丽霞

14:20~14:45 以 DOE 为核心的 3D 机器视觉创新应用（结构光、
双目、ToF）

天津驭光科技 总经理 
朱庆峰

2019 机器人与智能系统论坛 - 机器视觉技术与工业应用
时间 :　2019 年 9 月 5 日下午

地点 :　深圳会展中心 6 号馆会议室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00-13:30 签到

13:30-13:40 主持开场 谭维佳 博士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副秘书长

13:40-14:00 领导致辞
毕亚雷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秘书长

14:00-14:30 3D 视觉分拣 宋展 博士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4:30-15:00 工业自动化改造中的机器视觉应用落地 程至强  合伙人 
深慧视（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15:00-15:30  机器视觉助力智能制造 冯良炳 博士 
深圳辰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5:30-16:00 三维机器视觉技术在工业机器人引导的应用 陈珉 博士 
深圳市超准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16:00-16:30 3D 线激光在高端制造中在线测量的应用 滕国兴 总经理 
深圳市正控科技有限公司

16:30 互动提问论坛结束

14:45~15:10 Teledyne e2v 新型 CMOS 技术点亮机器视觉科
技人生

Teledyne e2v 专业成像部门副总裁 
张耀强

15:10~15:25 茶歇

15:25~15:50 用于机器视觉和工业检测的 MEMS 传感器 上海微技术工研院 资深技术总监 
林华茂

15:50~16:15 Lumileds 红外 LED 在机器视觉产品中的应用
亮锐（Lumileds）商务开发及销售总
监 
黄林加

16:15~16:40 深浅优视高精度 3D 视觉的技术助力智能制造
深浅优视 
CEO 
周剑

16:40~17:00 会后交流

5G+AIOT 技术高峰论坛
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水仙厅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30-09:40 主办方致词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秘书长 , 杨耕硕

09:40-09:50 主办方致词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孙燕飚

09:50-10:15 深圳 5G 未来发展趋势及业态要求 深圳移动 5G 创新中心，吕赞福

10:15-10:40 ODM 方案公司的 5G 准备 闻泰科技，产品规划总监，薛智

10:40-11:05 LCD 屏下指纹助力 5G 手机平民化 阜时科技，林峰

11:05-11:30 5G 时代，激光设备的市场机会 盛雄激光，陶雄兵

11:30-11:55 5G 终端检测的市场趋势 大唐联仪，张祖禹

11:55-13:30 午休

14:00-14:20 5G 产业界成立仪式，5G 产业界规划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孙燕飚

14:20-14:45 5G 产业供应链 CEO 管理战略新思维 华为供应链奠基人，曹金荣

14:45-15:10 5G 时代，传统企业与供应链组织形态演变 富士康采购中心，鲍三华

15:10-15:35 智能制造企业如何搭上 5G 快车 百乐天，唐锟

15:35-16:20 5G 网络优先覆盖及 5G 创新应用 
圆桌会议

深圳移动 , 吕赞福 
珑璟光电，王韬 
和而泰，张术青 
飞碟 VR 教育 郭晓薇 
深圳有限元科技，梁贤

会议活动 

CONFERENCE 

LightCounting, 海外运营商进展分享会
LightCounting: Sharing on Service Providers

时间：9 月 5 号上午  地点：3 号馆会议室
Date：10:30-12:00 Sept 5TH AM, 2019 Venue: Hall-3

分享人 Speaker
Dr. Vladimir Kozlov, Founder and CEO, LightCounting
LightCounting 首席营运官 Vladimir Kozlov 博士

主题 Theme
欧洲、日本和美国服务提供商网络的演变
Evolution of service provider networks in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主要介绍 Introduction：
近年来，运营商的发展方向朝着高效，降本以及快速响应为宗旨的软件驱动自动化网络演讲。运营商独自
且同时积极的通过开源计划不断扩大与供应商的合作范围。这样的改变让运营商可以满足更高的连接要求，
增强服务并寻找新的商机即使这些商机目前而言并不明朗。LightCounting 此次的分享会将为大家带来欧
洲 / 美国以及日本运营商当下在网络演进的进程
Commun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CSPs) are moving to software-driven, automated networks that promise new 
efficiencies, cost savings and service nimbleness. They are also widening the net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vendors they 
are working with – individually and through open source initiatives. This transformation will enable CSPs to meet more 
demanding connectivity requirements, scale their offerings and exploit emerging opportunities even if exact natur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remains unclear at present. LightCounting presentation will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progress in 
network transformation made by CSPs in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公司介绍 LightCounting：
LightCounting 是一家拥有 15 年历史的市场研究公司，专注于深入研究数据通信，电信和消费者通信市场
的高速互连。 其研究领域涵盖了从光学和半导体元件到模块和子系统的整个供应链及其在电信和数据通信
系统中的应用。
LightCounting is a 15 year old market research company focused on the in-depth study of high speed interconnects for 
the datacom, telecom, and consumer communications markets. Our research covers the whole supply chain from optical 
and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to modules and sub-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elecom and datacom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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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梯梯展出研磨机
展位号：1B83

 

量产用研磨机

索尔思展出

400G QSFP-DD SR8
展位号：1B05

- 符 合 IEEE802.3cd 协 议 标 准 - 采 用
850nm VCSEL 阵 列 和 PIN 接 受 端 - 采 用
QSFP-DD 封装形式，70m(OM3)/100M(OM4) 
- MPO-16, APC - 最大功耗 <10w - 工作温度：
0~70℃

高意展出 Z-block Optics
展位号：1B51

 

Z-block 是 II-VI 独特的一种 4 波长 Mux/
Dmux 微光学器件，广泛用于目前数据中心
的 100G Transceivers. 利用 II-VI 公司多年来
在光通讯滤光片的技术积累及微光学加工和
装配方面的能力 , II-VI 可提供大批量高性能
的 Z-block 用于 CFP-4 和 QSFP 封装的 100G 
光 模 块。 Z-block 可 以 采 用 LAN-WDM 或
CWDM4 滤光片，间距为 200/500/750um, 器
件尺寸最小可达 1.5x1.0x1.35mm.

日立展出致冷片
展位号：2558 2559

 KELK 致冷片由半导体原材料自制，采用
全机器人自动化组装，可以提供高品质和性
能的产品。

是德展出

100G/400G 测试发送端方案
展位号：1A02

 

N1092 系列配有低噪声、高灵敏度，且
经过校准的参考接收机（符合行 业容差标
准），可对 750 nm 到 1630 nm 波长的多模
和单模信号进行测试。N1090A 的噪声可 低至 
1 μW，而 N1092 的噪声低至 4 μW，确保了
此系列的测试系统能够支持极高的动态测量
范 围。N1092 的灵敏度显著优于 86100 系统，
因此在 PAM-4 波形分析方面是更为出色的解
决方 案。电通道涵盖了 20 GHz（N1090A）、
30 GHz 和 50 GHz 的带宽（ N1092/4）范围。

新易盛展出 400G QSFP56-DD
展位号：1A52

 

QSFP56-DD 系列光模块产品，是基于新
易盛自主封装光器件设计，面向下一代高密
度、大容量以太网互联的光模块产品。 特点： 
遵 循 QSFP-DD MSA 和 IEEE P802.3bs/cd 等
协议规范； 机械尺寸遵循 QSFP-DD MSA 协
议规范的 type2； 电口侧采用 8*50G PAM4

输入信号，光口侧采用 4*100G/8*50G PAM4
信号输出，各项光电指标满足 400G 系列产品
的技术要求； 可满足 100m/500m/2km 的传
输距离； 工作温度范围：0~70℃。

潮州三环展出 MT 插芯及导针
展位号：1B30

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光通讯领域的多芯数
光纤芯的精准物理连接，也是光通信连接器
的核心部件。

奥林海升展出掺铒光纤
展位号：1B10

 

OFS 的掺铒光纤设计应用于光放大器，
在光传输的过程中起到将光信号放大、增强
信号的作用，以便于整个传输的顺利畅通。
优化的掺铒光纤正被使用于要求高性能，低
噪声及增益平坦的高品质掺铒光纤放大器中。

衡东展出高速网络设备内无源光纤

耦合类产品
展位号：1B77

 

衡东光通讯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超级计算
机、高速光模块、AOC、网络设备板卡等内部
的各类并行光耦合方案， 包括 MXC、MTP、
PRIZM、MT、FA、PZ 等系列产品。 所有部
件均在超洁净车间生产完成，专业的实验室
确保客户对产品的高满意度 。

EXFO INC. 展出 OSA20
展位号：1B06

 

OSA20 是当今市面上实用性最强扫描速
度最快的高性能光谱分析仪（OSA）。它基于
衍射光栅原理，工作范围为 1250 nm 至 1700 
nm。OSA20 的设计基于知名的滤光技术，其
可提供的快速、精确、高动态范围的扫描，
弥补了传统仪表的不足。它还在同类产品中
首次完美地融合了触摸屏与多触点控制。

新品 

New Products

Wooriro Co.,Ltd 展出 25G 光电

探测器 , 平面波导芯片
展位号：1B33

光电转换器 平面波导芯片

德科立展出 Optical Amplifiers
展位号：1C50

 

High Power Amplifer; SOA; Array EDFA; 
XFP/CFP2 EDFA; Ultra-Mini EDFA

汉高乐泰展出汉高光模块电子材料

整体解决方案
展位号：1A15

 

汉高光模块电子材料解决方案： 导热垫
片 液态导热材料 主动对位胶 结构粘接胶 电磁
吸收材料 导电胶

Sony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Corporation 展出

VCSEL
展位号：1B04

 

用于光通讯的 VCSEL，NRZ(1CH, 2CH, 

4CH), PAM4(850nm) and SR4.2 (908nm)

小编带你看展会

行业龙头聚集，展示创新光通信产品与技术

主要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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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系统，可以针对发光器件的光电特性进
行有效测量，系统搭配的 QEpro 光谱仪为业
内公认旗舰系列，具有信噪比、低杂散光等
特性，可确保测量结果得准确性；同时，系
统配有强大的测试软件，对话框式的软件操
作界面让测量过程变得更为简单。

Evatec AG 展出
展位号：9D06

森永光电展出 16B 双面研磨抛光机
展位号：8L11

机械参数：L2130*W1429*H2700 特 点： 
采用 4-way 方式工作，上定盘、下定盘、齿
圈、中心齿均为独立驱动。可以实现各种不
同的转速比，已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由于
动力更加均衡，故可以实现加工更薄的工件，
达到更高的精度，并且实现中心齿、齿圈、
上下定盘的最小磨耗； 配有自动减压装置实
现轻压启动、轻压停止、轻压落盘最大程度
上消除启动停止和加工过程中多余的荷重和
冲击，把加工件的破损和不良降低到最低的
程度； 三菱 Q 系列 PLC+ 三菱 A 系列变频器
可以轻松实现制程的标准化和模块化，保证
加工精度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对操作员工
的依赖； 4-way 工作方式在不改变中心齿转
向的情况下，轻松实现游星轮正反转，实现
游行轮边加工工件边修盘的功能；

海普瑞森展出 DJC-350A 超精密

单点金刚石车床
展位号：8K25

 DJC-350A 超精密单点金刚石车床是北
京海普瑞森超精密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产品，加工元件表面粗糙度可达纳米级，口
径最大可达到 350mm，加工工件表面粗糙度

Ra<3nm，面形精度 PV 值 <0.2μm。可加工
各种高精度平面、球面、非球面及离轴元件
和自由曲面元件。可加工铜、铝、单晶锗、
硒化锌、树脂、PMMA 等材料。在三轴联动
模式下还可加工离轴元件、柱面、子午面等
非回转对称元件和自由曲面，配以特殊刀具
可以实现微结构元件的加工，如各种衍射元
件和菲涅尔透镜等，是各种精密光学镜片、
模具超精加工的必备设备。

贵州皓天展出 3D 窄带滤光片
展位号：7G12

3D 滤光片是皓天光电自主研发生产的一
款产品，是 3D 深度摄像技术的关键器件，其
光谱曲线要求非常高。其全称又为应用于 3D
探测和 3D 成像的高性能红外滤光片，要求除
透过带以外从深紫外到近红外其他波长全部
不透，截止度大于 OD4 以上；要求温度从 -30
度到 55 度，光谱漂移小于 0.2nm，几乎零漂移。 
皓天光电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的超
硬超精密薄膜技术和设备。该设备和技术已
成功生产，用于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的高性
能滤光片。同时该技术可用于生产超硬薄膜，
光通信 CWDM 和 DWDM 器件，以及生物医
疗滤光片等。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展出高性能生

物医学荧光滤光片
展位号：9G11

汇博光学公司自主研制开发的高性能超
多层、高透过、锐截止的超高信噪比荧光滤
光片产品，光谱特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超
高信噪比荧光滤光片产品广泛应用在高端荧
光显微镜、高性能多通道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高档流式细胞分析仪、DNA 技术分析仪、
血细胞分析仪、血红蛋白检测仪等生化、免
疫和分子诊断仪器。

湖北新华光 12 寸超高折射率玻璃晶

圆毛坯
展位号：9C17

折射率 (nd) 为 2.00100，色散系数 (υd) 为
29.14；具有高均匀性和高透明度，可获得靓
丽的图片效果，同时能将光线损失降到最低；

可获得更大视场（Fov），极大提升视觉体验；
可用于 AR/VR 等智能穿戴设备。

中山依瓦塔展出中继镜
展位号：7F12

摄像头的远端成像检测，需要巨大的检
测空间，且会产生较大的检验误差。UVATA 
Relay Lens 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它能有
效的将测试距离缩短，精确的模拟不同测试
距离。UVATA 全球首创的多摄像头摄像头同
时检测方案大幅提升了行业的检测效率，获
得行业一致认可。

翟柯展出 Nexview NX2 3D 光学

轮廓仪
展位号：9H09

该 Nexview ™ NX2 3D 光学轮廓仪结合特
殊精密、先进算法 , 应用程序的灵活性和自动
化为单个包代表 ZYGO 最先进的连贯性扫描
干涉 (CSI) 分析器。 这种完全非接触式的技术，
通过在所有放大倍数下提供亚纳米精度，以
及比商业上可获得的其他类似技术更快、更
精确地测量更广泛的表面，优化了投资回报。
其应用范围广泛，如平面度、粗糙度和波浪度、
薄膜、台阶高度等，几乎适用于任何表面和
材料，是真正的轮廓仪。 作为最新一代旗舰
产品，Nexview NX2 提供了广泛的差异化功
能，旨在使用户的计量更好、更快和更可靠。

汇成真空展出 HCAR-1300 

AR+AF 磁控溅射镀膜机
展位号：9A34

 

镀膜区域 Φ1300x H700mm，适用波长
380nm~780nm，应用于 AR、AF、硬质 AR 膜、
硬质膜、装饰膜、HR 膜等，可客制化设计。

新品 

New Products

小编带你看展会

精密制造“来袭”
高品质工艺成就精品

舜宇光学展出深度感知系列 ToF 方

案模块 -Mars04
展位号：9C16

 

Mars04是智能光学自主开发的集成模块，
内置 TOF、RGB 模组和 IMU 模块。通过 TOF
技术来实现高精度深度信息输出，可实现高帧
率实时处理 3D 动态捕捉数据输出，并能够将
3D 点云输出误差控制在 1% 以内，同时支持
自动曝光和宽动态，在物体追踪、3D 物体识别、
导航、探测等应用领域有着关键作用。

视乃德光学展出 UPC 300
展位号：9F15

 

自由曲面超精密单点车加工中心 紧凑高
灵敏度的多轴超精密加工中心 UPC300 以其独
特的方式集生产效率和加工精度于一体，超大
行程快刀系统（选配）可以加工更为广泛的自
由曲面形状，显著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且通过
加装 B 轴（选配）可进一步拓展 UPC300 的
加工能力，结合高质量的在线测量系统和独特
的算法处理使得 UPC300 成为超精密自由曲面
加工的首选。

蔚海光学展出 SpectrumTEQ-EL 

电致发光量子效率测量系统
展位号：9D04

 

SpectrumTEQ-EL 系列电致发光量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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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微影展出

非制冷红外探测器
展位号：1D30

 

1. H1617W2O 是 一 款 非 制 冷 长 波 红
外 (8~14um) 晶 圆 级 封 装 探 测 器 , 阵 列 大 小
160*120, 像元尺寸 17um, 像元材料氧化钒。2. 
H3817C2S 是一款非制冷长波红外 (8~14um)
陶瓷封装探测器 , 阵列大小 384*288, 像元尺
寸 17um, 像元材料氧化钒。3. H6417C1S 是
一款非制冷长波红外 (8~14um) 陶瓷封装探测
器 , 阵列大小 640*512, 像元尺寸 17um, 像元
材料氧化钒。

广州飒特红外展出全自动工具型热

像仪 D600
展位号：1D31

 

全 自 动 工 具 型 热 像 仪 D600 采 用 独 创
Duo-vision PLUS 技术，可实现可见光与红外
图像的无缝融合，展现更多细节，更精准地定
位，快速辨别异常位置。D600 搭配 640*480
高灵敏探测器，确保获得更清晰细腻的图像效
果；搭载高速图像处理引擎，全时动态图输出，
图像绝不“拖尾、延时”。自动、电动、手动
三种调焦方式可自由切换，确保每一次都能获
得完美对焦的图像。D600 采用可翻转式触屏
设计，人性化的 UI 界面，操作更方便，使用
更灵活。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

备研究所展出警用空中巡查系统
展位号：1D75

 

Loongeye330 型光电吊舱系统（系统）
主要挂载于 AC311、Z9 等直升机，为警航提
供跟踪监控、城市巡逻、反恐防暴、紧急救援、
抗险救灾等方面的应用。可满足搜索、观察、
跟踪、定位和执法取证等多种使用需求，适
用于海洋、高原、严寒等环境。该系统可提
高警航执法的现代化水平、提升快速反应能
力、增加执法半径。

武汉高芯科技展出

1280*1024@12μm 非制冷红外探

测器
展位号：1D71

 

百万像素高清氧化矾非制冷红外探测器 
面阵规格：1280*1024 像元间距：12 微米

北方夜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展出通用微光枪瞄镜
展位号：1D32

 

通用微光枪瞄镜，是为满足在夜间和低照
度环境下进行反恐作战等任务需要而研制的
一种清晰度高、枪镜结合好、适应性强、可
靠耐用、性能稳定、人机功效好、成本低廉、
解决基层部队夜战需求的夜视枪瞄镜，适于
夜间近距离精准射击，可解决 25 米至 100 米
夜间快速瞄准，精准射击。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展出红外热像仪
展位号：1D61

 1.-20~400 ℃ 宽 量 程 和 高 精 确 度 , 
-20~800 ℃ (DT-9875H) 2.3.5 英 寸 高 清 TFT
触摸屏 3.IP65 防护等级、2 米防摔的科学严

谨设计 4.20 倍可调焦功能 5. 全自动直方图
的图像调节 6. 拍照和视频功能 7.19200 像素
（160*120）红外分辨率 8. 现场语音记录功
能 9.USB 和 SD 卡输出，机身附带 4G SD 卡，
最大可扩至 64G 10.3 个可移动方框（最大值、
最小值、平均值）

戎邦光电展出迷你型多功能红外热

像仪
展位号：1263 1265

 

迷你型多功能红外热像仪，可在各种恶劣
环境下完成全天候观察，如大雾、浓烟和夜
间全黑的环境下等；消防安全；非干扰性测试；
便携式边界防护，可有效防范各种入侵、走私、
反扒等。

北京富吉瑞光电展出红外光电雷达
展位号：1D05

 

本系统利用制冷型及非制冷型红外热像
仪实时周视告警、全被动探测，具备广域、
多目标同时探测和告警能力。是电子雷达防
空系统的重要补充。本系统可以主要用于要
地防御、移动目标搜索等领域。主要部署在
重要集会场所、机场。港口、监狱、军事基
地等全景监控的场所，用于对无人机、直升机、
移动车辆、人员等高威胁目标的搜索侦测。

江苏东方赛光电展出 DFS-

SCVA650
展位号：1D95

 

640×512 氧化钒非制冷焦平面。专业的
图像处理算法，成像细节突出。支持多种视
频输出：PAL 端口、BT656、USB。智能高温
预警功能，报警阈值可调。支持划区域报警，
最高温跟踪。

广州科易光电展出 PL-640L 无人

机红外热成像载荷
展位号：1D85

 

PL-640L 无人机红外热成像载荷是科易公
司基于大彊 PSDK 开发，可以方便、快速的
安装于 M200 系列飞机，与大疆的图传飞控系
统无缝整合。采用高分辨率红外热像仪，探
测器分辨率 640×480，16bits 全动态精准测
温及录像，可充分满足电力巡检等有精确测
温分析需求的使用场景要求。50mm 的焦距
能清晰拍摄目标细节、满足较远距离观测目
标的需求；图像帧频 30Hz，满足运动状态下
对于目标的清晰拍摄；具备“图像动态显示
范围调节”的功能，满足温度背景复杂情况
下目标清晰拍摄的需求。

浙江红谱科技展出便携式红外热成

像仪
展位号：1D91

 

X 600/X 1024 系列红外热成像仪搭载了
高灵敏红外探测器、多功能红外镜头、激光
测距及全球定位系统，帮助用户快速清晰聚
焦目标热图像，并智能识别热点和异常点，
协助故障诊断。仪器集成了多种图像处理算
法和测温模式，实现多区域测温与异常报警，
满足统统应用领域需求。

 黄鹄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展出机载光

电定向干扰系统
展位号：1126 1127

机载光电定向干扰系统是一种机动式激
光干扰压制设备，采取定向发射高能量激光
束照射目标，干扰目标正常工作状态，使之
失去定位方向，以起到保护各类客机和运输
机等飞行器的安全。主要功能：1）引导功能：
可根据外界引导信息将视轴快速指向目标；
2）图像稳定与跟踪功能：抑制载机振动影响，
稳定锁定目标图像并对目标持续跟踪；3）激
光发射功能：根据控制指令发射激光，照射
对方目标；4）通信功能：与机载控制单元进
行数据通信，实时获取控制指令、告警等信息；
5）数据记录功能：记录、存储重要参数和跟
踪图像，并提供数据导出接口。

新品 

New Products

小编带你看展会

汇聚海内外一线品牌
展示红外从军用安防走向消费端的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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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泽激光展出移动便携式激光清洗

系统
展位号：2G05

 

移动便携式激光清洗系统是新一代材料
表面处理的高科技激光产品。具有清洗效率
高，适用范围广，无耗材，结构简单便于集
成和运输等特点。设备操作简单，通电即可
使用，手持式清洗枪可贴合各类异形件表面
进行清洗，能够有效清除物件表面油污、污垢、
锈蚀、油漆等物质。

青岛自贸展出飞秒光纤激光器

TCR-OSC
展位号：3E07

 

TCR-OSC 是一款工业级、自启动锁模的
飞秒光纤激光器，该激光器是基于公司自主
研发的全自动锁模技术与超高精度色散管理
技术而研制的。激光器采用光纤输出，方便
用户将激光器与其它系统连接。激光器的光
模块和电模块集成在一个风冷的外壳里面。
激光器的输出指标扩展性好，同一套系统仅
需改变部分光路即可输出不同波长、不同功
率、不同重复频率的光信号，满足不同的应
用，具体指标可由用户定制。 在工业或科研
领域，特别是放大系统种子源、太赫兹波产生，
TCR-OSC 是一个理想的飞秒脉冲光源。

富锐光学展出工业级 2D 激光雷达
展位号：3H07

 我们的产品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了严苛的
工业环境，针对抗强光干扰，EMC、高低温、
抗振动、抗冲击设立了严格的测试体系与质
量体系。广泛应用于交通轨道、AGV 导航、
避障、自动化流水线安全防护。

杰普特展出 M7 20-200W
展位号：2D21

 

杰普特 M7 系列是采用直接电调制半导体
激光器作为种子源（MOPA）方案的高功率光
纤激光器，具有完美的激光特性和良好的脉
冲形状控制能力。与调 Q 光纤激光器相比，
MOPA 光纤激光器脉冲频率和脉冲宽度是独立
可控的，通过两项激光参数调整搭配，可实
现恒定的高峰值功率输出以及能适用于更广
泛的标刻基材。此外，把调 Q 激光器的不可
能变成 MOPA 的可能，更高的输出功率使其
在高速打标的应用中优势尤为突出。

致凯捷激光展出激光玻璃切割钻孔

系统
展位号：2D01

 

1：使用直线电机搭配光学尺全闭环驱动
加工平台，精度高 . 2：采用进口光学元件，
质量可靠、功率损耗低 . 稳定可靠寿命长 3：
配置自动对位 CCD 及视觉镜头，能精确识别
各种 Mark 点，自动补偿，保证加工精度 . 4：
自主开发的控制软件，无需编程可直接导入
CAD 图形，部分功能可根据客户需求更新； 5：
激光加工方式为非接触式加工，加工过程中无
耗材可节约企业运营成本 . 6，设备软件运行
时可以自动生成机台加工，操作，报错等记录，
可导出数据，设备状态清晰 明了 设备应用领
域：光学镜片、汽车玻璃的钻孔及切槽！

光波光能展出菲涅尔透镜
展位号：3H21

 

菲涅尔透镜相当于变薄了的多重凸透镜
叠加 重量轻 可以设计不同的尺寸 出光角度可
调，节省开模费用 很大程度消球差 精密机床
加工，实现光的准确传递，射程更远、成本
更低、性能更好

通快展出 3D sensing VCSEL( 消

费电子 )
展位号：2E21

 

通快消费电子用 3D Sensing VCSEL 具有
产品品质稳定，出货产能充沛，为国内外最
主流的手机厂商所采用，迄今为止已拥有超
过 5 年的大批量出货成绩。 通快 VCSEL，源
于欧洲，服务全球！

安扬激光展出 FemtoYL 系列飞秒

光纤激光器
展位号：3K07 3K08

 

FemtoYL 系列激光器基于全光纤飞秒激
光器架构，模块化设计，适应工业 7x24 小时
生产需求以及前沿科学研究而设计开发的高
功率超快光纤激光器。 FemtoYL-100 能够提
供 >100W 的总功率，400fs 的最小脉冲宽度，
>200uJ 的脉冲能量和 25kHz-5MHz 灵活的重
复频率。它的光斑模式好，脉冲能量稳定性高，
能够适用于材料的微纳加工，显示材料切割，
脆性材料切割，MEMS 生产，集成光子学等
众多领域。

海目星激光展出 PCB 激光打标机
展位号：2D36

此设备用于印刷电路板上阻焊剂的直接
激光标记。激光组件安装在传输系统的上方
伺服驱动 X/Y 轴。需要标记的 PCB 自动传输，
以固定的位置移动到目标激光雕刻区域，进
行视觉定位。激光移动到一个预先设定的位
置，根据不同的内容，如条码 Datamatrix 码，
纯文本或标识到产品上。相机识别验证条码
内容保存。

创鑫激光展出创鑫激光 25000W 多

模连续光纤激光器
展位号：3A12

 

创鑫激光 25000W， 内置高功率单模块，
独特的背反光保护技术及内部模块化布局，
具有高能量密度（150um 输出），在实现超
高功率输出的同时，形态更小、节能省电。
激光功率连续可调，电光转换效率高、拥有
较高的光束质量。 20000W-25000W 的推出，
将大大开拓国内超厚板材切割、激光复合焊、
自动焊等应用市场，金属及非金属材料的切
割、焊接、钻孔、熔覆、增材制造、表面热
处理等应用的理想激光源。

泰德激光展出双工位飞行光路紫外

切割系统
展位号：2D56 2A28

稳定性：光学大理石平台和可靠的光路结
构，系统稳定性高 安全性：加工区全封闭设
计，保证加工过程中的安全防护。 便捷性：
开放的接口设计，可根据需求实现任意自动
化需求。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系统，可
定制或满足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个性化需求。
在解决切割断面的毛刺、崩边、色变、垂直度、
热影响和加工速度等方面表现优异。

新品 

New Products

小编带你看展会

展示精细加工，创新应用
助力传统制造业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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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微展出 Argus 系列 3D 相机
展位号：3J04 3J05

 

知微传感的 Argus 系列 3D 相机采用独特
的动态结构光技术，结合高响应率的工业摄
像头，实现亚毫米级的三维数据采集，支持
POE 供电，实现更加简易的布线，采用红外
激光光源，实现无感采集，提升相机的鲁棒性。
相机集成高性能计算平台，实现片上点云深
度计算，不占用客户上位机计算资源，同时
支持点云、深度图、灰度图三种数据同时输出，
SDK 支持 windows，Linux 开发平台。

海伯森展出单点 ToF 测距传感器
展位号：3Q08 3Q09

 

新一代高性能飞行时间 (ToF) 红外测距传
感器，超轻量，仅重 6.8~27 克，适用于高精
度、长距离的测距应用。测量精度不易受测
量目标颜色和反射率的影响。最高测量距离
可达到 50 米。内置环境光补偿和温度补偿算
法，可在室外正午阳光环境和不同环境温度
下稳定工作。内部集成先进的嵌入式数据处理
和滤波算法，实现了非常稳定和实时的测量
结果输出。目前本系列有 12 款可选，UART/
CAN 可选，防水外壳可选。产品可广泛应用
于无人机，机器人，AGV，智能交通，健身设
备等。

佰誉达展出 LeddarTech 激光雷达
展位号：3Q13

 

Leddar 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核心团队
来自于加拿大国家光学研究所 (INO)。作为激
光雷达行业的领导者，Leddar 公司致力于提
供最具创新性的技术及产品。结合受专利保

护的固态激光雷达设计以及独有的信号处理
算法，Leddar 公司带来革命性的技术突破，
解决了传统激光雷达高成本的问题，为客户
提供高性价比的激光雷达传感器。Leddar 产
品现已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无人机、智能
交通等领域。

BARAJA 展出 Baraja LiDAR
展位号：3F03、3F04

 

光谱扫描激光雷达技术的关键是传感头。
传感头用于光学扫描：它们传递来自“引擎”
的光发送到世界，然后再次接收反射光。像棱
镜一样，传感头利用光物理来引导不同波长
的光在不同的方向上。Baraja 激光雷达引擎
是该系统的中心大脑。它包含了所有的智慧：
电子学和光子学。一个引擎支持一到四个传
感器用于完全覆盖 360°，并且光纤互连可以
是几十米长，合适 BARAJA LIDAR 用在小车，
卡车，甚至道路基础设施。引擎设计安装在
车辆的中央位置，这增加了 LIDAR 系统的坚
固性，并且还可以降低成本，因为您不需要
在车辆的每个角落都有额外的激光。

ESPROS 展出 epc901 线性成像

仪
展位号： 3A03

 

该线阵成像传感器具有非常高的集成度。 
它包含大量非常窄的光电二极管，它们排成
一排并且两者之间没有分离。 所有光电二极
管和一些周边所需的电路，如放大器和温度
传感器都集成在一个硅芯片上。 结合我们独
特的 OHC15L CMOS / CCD 工艺的技术特点，
这将满足非常多的相关应用。 示意图显示：
具有微米分辨率的三角测量光栅，350nm ... 
1100nm 范围的光谱仪，具有极高分辨率的
旋 转 编 码 器，RGB 和 B ＆ W 线 扫 描 仪 以 及
具有亚 μm 分辨率的线性编码器。 在 NIR 中
像素的灵敏度比竞争对手的产品高十倍， 这

使得该芯片具有非常高的帧速率，可高达 50 
kfps。

矽赫科技展出太赫兹人工智能安检

仪
展位号： 3C07

 

矽 赫 科 技 太 赫 兹 人 工 智 能 安 检 仪
TeraRobo ™ 智能光电实时太赫兹可视化透视
物检，无人值守实时识别危险物品，实时炫
灯告警，实时透视告警； 支持常规行李箱无
辐射快速安检； 支持一体部署作业； 支持历
史可追溯； 支持矽赫 TeraNDT ™ 太赫兹实时
跨平台可视化零辐射透视监测。 应用场景： 
安检排查、仓储系统、轨道交通等场所的太
赫兹监测。

洛伦兹（北京）展出洛伦兹 I 系列固

态激光雷达
展位号： 3G05、3G06

 

洛伦兹全固态激光雷达具有全固态高可
靠、抗强光干扰、测量距离远的优势，结合
3D 点云和 RGB 融合，具有智能检测定位功能。
广泛应用于各级别自动驾驶车辆、无人送货
送餐车、机器人及 AGV；周界防护、区域监
控、人员计数及行为监控预警；港口自动化、
仓储自动化；以及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

镭神展出镭神 CX 系列 32/16 线激

光雷达
展位号： 3Q12

 

镭神 CX 系列 32/16 线激光雷达，采用领
先的核心信号处理 ASIC 芯片和先进的多次回
波检测技术、数据校准技术，每秒获取数据
可达 64/32 万点，可更精准、快速、清晰地
360°勾勒出周边环境的 3D 轮廓信息，C32 和
C16 激光雷达的最远测量距离在目标反射率
30% 的情况下都达到了 200m，测量精度也
高达国际顶级精度 ±2cm，垂直角分辨率精
细至 0.33°，广泛应用于无人驾驶、汽车辅助
驾驶 (ADAS)、工业自动化、安防、地图测绘、
灾害检测、科研等领域。

华科博创展出全固态面阵激光雷达
展位号： 3Q16

 

轻小型全固态面阵激光雷达是公司自主
研发的新技术体制的激光雷达。该面阵全固

态激光雷达可同时采集拍摄目标的灰度信息
和深度信息，深度成像分辨率为 320×240；
产品使用 850nm 激光主动光源，抗干扰能力
强，在任何光照条件下均能获取深度信息，
生成深度图和点云图；有效测距距离广、精
度高，产品的有效测距范围为 0.3m~100m，
测距相对误差约为 2‰。

睿熙科技展出规则 / 非规则阵列

VCSEL 芯片
展位号： 3B11

 

VCSEL（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采用砷化
镓半导体材料研制，具有体积小、圆形输出
光斑、易集成为大面积阵列、单纵模输出等
优点，广泛应用于光通信、光互连以及 3D 感
测等领域。睿熙科技设计生产的规则 / 非规则
阵列 VCSEL 芯片，充分考虑产品在室温、高
温等不同应用环境下的性能与可靠性，具有
光电转换效率高、阈值电流低、均匀性优、
可靠性高等特点，适用于散斑结构光、编码
结构光、TOF 等各种 3D 感应相关应用场景，
并可依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开发。 适用领域：
手机终端、闸机、支付、VR/AR、IoT、智能
家居等。

世维通展出铌酸锂多功能集成光学

器件
展位号：3J01、3J02

 

应用光纤陀螺、光纤电流传感以及其他传
感领域。

砷芯展出 940nm 高功率 VCSEL 外延
片

展位号： 3J09、3J10
 

- 低阈值电流 - 低光束发散度 - 高功率转
换率 - 高可靠性 - 适用于制造单晶管和多晶管
发射器列 ( 2019 年 5 月量产 )

新品 

New Products

小编带你看展会

专注于光电传感应用领域拓展
助力中国智造 2025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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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 

New Products

小编带你看展会

融合了光电子创新技术和项目
投融资及成果转化的孵化平台

长理工
展位号：4A58

长理工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展出太赫兹平面无损检测

系统

 

波长为 810nm，重复频率 80MHz，脉宽
100fs，输出功率为 20mW。发射器和接收器
通过共线适配器连接并安装于导轨系统上，
与太赫兹源通过光纤耦合连接，可实现对于
平面物体的在线检测及缺陷实时成像，缺陷
纵向检测精度可达 50μm

深圳先进院
展位号：4A90

中科华邮展出远距离虹膜识别系统

 

远距离虹膜识别设备，可在 0.8 米 -1.2
米距离下实现 1.5 米 -1.9 米身高人群的虹膜
快速识别，具有识别距离远，无需或仅需少
量用户配合，舒适度高、识别速度快，用户
体验度好等优点，相关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

趣方科技展出 FluoSieve 流式细胞

荧光成像分析仪

 

专门用于浮游植物自动分析，可对大量悬
浮浮游植物细胞或群体颗粒实现快速二维荧
光显微成像。成像具有灵敏度高、分辨率高、
对比度高、通量高等优点。通过软件自动分析，

可实现浮游植物计数、粒径分布、分类和水
样叶绿素浓度测量。

趣方科技展出水下微小生物及颗粒物成
像仪

 

水下微小生物及颗粒物成像仪是中国科
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趣方科技联合研
发的小型化、集成化、智能化的浮游生物原
位观测系统。该系统采用了先进的多色暗场
闪光照明，可对 500μm-10mm 的水下浮游生
物或其他颗粒物实现高分辨率、高对比度的
彩色成像。结合成像仪附带的软件，可对海水、
淡水和实验室样品中的微小浮游生物进行识
别、分类、统计分析。系统拥有高疏水性镀
膜的光学窗口和深紫外 LED 定时照射，可以
有效地防止生物附着，延长系统的原位部署
工作周期。

阿珂法展出砷化镓光纤温度传感器

基于光谱分析的砷化镓吸收式光纤温度
传感技术，具备电磁免疫、尺寸小、响应快、
可靠性、互换性好等优点。

南智光电
展位号：4209 4210

南智光电展出中红外激光光源

本产品通过光参量频率变换技术，利用
高效率的周期性极化超晶格晶体材料，将成
熟的 1 微米波段激光转化至 2-5 微米的波段，
并结合新颖的光学、机械结构设计，成功研
制了小型化高性能的中红外激光器，能够为
市场规模百亿以上的气体检测领域提供性能

更为优越的激光光源，提高探测精度，对我
国的节能环保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南智光电展出高光谱视频相机
LightGene 是国内第一款完全自主研发的

光谱视频相机，通过对光谱采集基础理论革
新和关键技术突破，克服了传统光谱仪成像
时间长、云台稳定性要求高、无法拍摄动态
场景等弊端，能够兼顾大场景、高空间分辨率、
高光谱分辨率的光谱视频采集需求，并且设
备更加便捷、小巧、易用。相机核心技术具
备 30 余项国际与中国授权专利。

北京空间研究所
展位号：4A56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展出委内瑞拉遥感
卫星二号相机

国内首台出口国外的红外相机，VRSS-2 
红外相机在实现较高分辨率的同时，还在长
波红外设置了分裂窗，可以有效剔除水汽影
响，提高相机对地探测获取的目标温度的反
演精度。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展出手持式微光夜
视仪

微光夜视产品具有无月夜星光全彩色成

像、动态范围大、识别能力强等优点，可在
夜间辅助公安、武警等执行任务，提高在夜
间的作业能力和效率。手持和固定式夜视产
品可为一线干警在夜间巡逻和任务提供更加
便利的条件，并保障自身安全。

航天创智展出紫外电力巡检吊舱
基于日盲紫外探测技术，利用外绝缘设备

电气放电时产生的紫外辐射量，采用紫外图
像与可见光图像融合技术，直接观察目标物
放电情况，帮助巡检人员迅速准确定位放电
点和放电程度。

航天创智展出流域环境多通道成像系统
系统针对无人机遥感系统应用与流域污

染监测服务需求，突破流域污染反演、多源
异构海量遥感数据无缝集成技术、大规模复
杂场景绘制技术等关键技术，构建出一套融
合数据采集、数据管理与数据服务，天空地
一体化的遥感流域污染监测系统。

光电子创新展
Photonics Innovation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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